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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尉伟 戴伟

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
劝人勿吸的毒贩

晚上9点，工业南路，我“猫”
在路边一辆轿车后座上，心情忐
忑地望着每个路人，觉得他们既
像华子，又不是华子。

华子是一名贩毒嫌疑人，民
警盯上他是在五天前。“当时，有人
在网上售‘肉’。”历下公安禁毒大
队民警杨京志说。涉毒人员对毒品
都说暗语：肉、冰或是嗨、溜冰。经
过调查，他们锁定了绰号“华子”和

“豆豆”的两名嫌疑人。
换了四个地方、绕了近10公

里的圈儿后，华子将地点定在工
业南路一处公交车站。那里四通
八达便于观察，靠近开放式小区
又利于他逃脱。

交易时间已过，华子仍未现
身，我有些紧张：不会是不来了吧？

“注意，戴眼镜的白T恤。”突
然，耳麦里传来了杨京志的声音。
与涉毒人员交手不仅要迅速识别
他们，还不能被对方发现。

“这是什么？”
“冰。”白T恤身上有个白纸

团，里面封装好的塑料包内装着
白色结晶体。

“你们饶了我吧，我还有老
婆、孩子。”

他，就是华子。看着这个三十
多岁的男子从一言不发到当街呜
咽，我心中五味杂陈。

晚上10点半，杨京志和建新
派出所民警在花园路又抓获了另
一名贩毒嫌疑人豆豆。奇怪的是，
豆豆身上无毒，他也一脸无辜，

“真没有（冰毒），我就是骗钱的。”
这个场景出乎我意料，杨京

志却胸有成竹，“谁带手套了，提
取一下。”原来，狡猾的豆豆将毒
品藏在了身边的绿化带里。从华
子和豆豆那里，民警分别缴获了
0 . 43克和0 . 54克的冰毒。

除了涉嫌贩卖，华子还是一
名瘾君子。一年前，做小生意的他
去外地出差，因朋友“吸了有精神”
的理由而好奇染毒，并走上了外省
网购、济南贩卖的不归路。而让我
吃惊的是，23岁的豆豆则是一名刚
毕业的大学生。曾在省外某医院打
工的他，遇到过因吸毒染病的瘾君
子，深知毒品的危害和暴利，“我也
劝他们不要再碰。”

自己不碰，却因一时急需用
钱，豆豆动了卖毒“赚快钱”的念
头，他也丝毫未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这事可别给我工作造成影
响，一个培训公司刚聘我过去。”

2019年9月6日 星期五
怕聚餐的兼职司机

华子和豆豆落网，案件却刚
刚开始。9月5日下午，民警在解放
东路某宾馆抓获华子的一名下线
方鹏，其在聊城有两名下线。而华

子和豆豆在济南还有两名下线王
宝和赵耘没有落网。

孰先孰后？根据上下线之间
的联系活跃度及时间远近，专案
组确定先济南后聊城。

当晚，我和专案组民警悄悄
来到白马山西路某小区，四楼的
王宝家一片漆黑。他是一名兼职
司机，前两天刚开车回来。

在家，为何没有动静？不在
家，车为何没动？我疑问多多。民
警通过种种迹象判断：王宝很可
能在家。屋内情况不明，蹲守是最
好的选择。

整整一晚，大家挤在闷热的
车里挥汗如雨。历下公安禁毒大
队副大队长孙晓鹏说：跟踪守候
是缉毒工作的家常便饭。一守常
常就是十几、几十个小时，根本没
时间吃饭。其间，我好几次想放
弃，可看着民警一脸的严肃和警
觉，只得咬牙坚持。

好在嫌疑人如民警所料，不
负我们苦守一日。9月6日下午4
点，打着“哈欠”的王宝刚出门就
被民警摁了。在他家中，民警查获
了藏在被褥内的三小包冰毒及吸
毒工具。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
苦都是值得的。

40岁的王宝是2016年酒后去
夜店唱歌时染毒的。“当时有朋友
问我‘溜冰不’？”听说“溜冰”让人
不困，他凑了热闹，“我看了一夜电
视也没困，但第二天需要睡一天才
行。”原来，9月5日王宝在家之所以
没动静，是他9月4日刚吸了冰毒。

王宝坚称，不知道“溜冰”就
是吸毒。但他也承认，自己“吸”后
即便不困也不会开车。不过，他更
害怕的是与亲朋同事聚餐，每次
聚餐，他都找借口逃避，“有时孩
子生病，我心里也咯噔一下，怀疑
是不是自己传染的。”

2019年9月19日 星期四
向继父下跪的儿子

抓获王宝后，9月7日至9月18
日，专案组民警通过连续多日调
查摸清了赵耘的情况，“他二十来
岁，2019年3月因涉毒被泉城路派
出所抓过。2019年7月，他约华子
一起吸食了冰毒。”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不是查户口吗？”
9月19日晚上8点，历下公安禁

毒大队、解放路派出所的民警敲开
了和平路某小区赵耘的屋门。

“你的上线被我们抓了。”杨
京志一记“重拳”让赵耘沉默，他
随后提了个要求：“出去时，能不
让别人看见吗？”

“你们把我儿子带哪儿去？”
就在民警用衣服罩住赵耘出门
时，恰好与一名男子相遇。原来，
赵耘想“躲”的就是他。

“我早就怀疑他了，这么瘦。”
得知儿子吸毒，男子把手里的东
西狠狠砸在沙发上。随后，他又恢
复平静：“我儿子身体不好，让他
穿双厚鞋吧。”

也许是沉甸甸的父爱让赵耘
醒悟，他突然跪了下来。“把鞋穿
上！”父亲吼道，他高举的右手也
被民警摁住。

“他都跟谁玩（吸）的，我去配
合你们找出来，行不？”望着赵耘，
这位父亲言语中带着不舍，“别给

他妈打电话，他妈知道了，得死。”
趁着等电梯，我与这位父亲聊

了几句：他竟是赵耘的继父，却视赵
耘为亲生。赵耘生病住了半年院，花
了十几万元。出院后，他特意从老家
跑来济南，从洗衣店找了工作，来照
顾儿子……听到这里，回想起刚才
的一幕，我心头不由一颤。

晚上10点，回到解放路派出
所，杨京志的手机又响起来。“闺
女，爸爸在外面抓坏蛋呢，不能回
家讲故事陪你睡觉啦，你找爷爷
吧。”看着他柔声细语地赔不是，
我知道：这是女儿想爸爸啦。

2019年10月1日 星期三
被棉被盖住的祖师爷

随着王宝、赵耘的落网，从华
子、豆豆那里牵出的下线，仅剩下
了聊城的李勃、罗瑞。经过多天缜
密准备，9月23日，历下公安禁毒
大队、建新派出所民警驱车赶赴

聊城，并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将李
勃和罗瑞抓获。

50多岁的罗瑞是我们自9月初
至今所抓获的年纪最大的一名涉
毒嫌疑人。“明天，我们两家就要见
面商量孩子的婚事，可我……”聊
城蒋官屯派出所的留置室里，罗瑞
捂着脸坐在地上。他两年前染毒是
听说“吸这个能减压”。最近，儿子
结婚，家里钱又不多，“压力山大”
的他又想到了老办法。

至此，华子、豆豆及其五名下
线悉数落网。我本以为案件就此结
束，可民警却从李勃那里有了新发
现：九月中旬他去济南出差，约了
一名毒友何伟在其白马山南路附
近的家中吸食过冰毒。而这个何
伟，与华子、豆豆等人均无交集。

专案组民警对这一新发现迅速
展开侦查，并决定对何伟家突查。10
月1日晚上9点，民警敲响了何伟家
的房门。屋内没有杂乱声，进入也很
顺利，让我觉得可能要白跑一趟。

不过，屋内一股怪异的气味
和一名“熟人”让杨京志警觉起
来，迅速将两人控制。事后，他告
诉我：那气味就是吸食冰毒后留
下的，而与何伟同屋的那名“熟
人”叫邓辉，“今年2月，他因涉嫌
吸贩毒被我们抓过。”

临出门，何伟突然让民警等
等，他回客厅掀开了柜子上的一
块棉被：那儿，供奉着一尊药王像。
细问之下，我才知：何伟随父学过
几年医，他知道吸毒不是好事，“盖
住”是怕“祖师爷看见不好……”

9月中旬至今，除了与李勃，
何伟和邓辉一同吸食冰毒三次。
按说学医的更应该知道毒品的危
害啊，何伟的染毒让我诧异。他
说：2013年去湖南游玩，酒后朋友
知道他爱抽烟，就推荐了“水烟”。
后来，他才知吸食的就是冰毒。

在何伟家中，民警还发现了
两张撕得仅剩一半的结婚证和
离婚证，两者相隔仅几个月。这

6月23日，济南市禁毒委副主
任、禁毒办主任，济南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刘刚介绍，自2017
年开展三年禁毒人民战争以来，
济南市共破获毒品案件383起，抓
获各类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2000
余名，缴获各类毒品4吨。

同时，济南公安围绕各专项行
动，积极开展重点易制毒化学品及
毒品原植物专项整治。三年来，全
市破获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30余
起，处理人员200余名，检查企业
7000余家，铲除罂粟3 .4万余株，有
效阻断了济南市易制毒化学品流
入非法制毒活动的渠道。

刘刚介绍，济南处于毒品违
法犯罪层级末端，主要以吸毒为
主，制、贩毒案件较少，登记在册
吸毒人员6500余人，在2019年全
省开展的“污水验毒”监测中，综
合毒情处于全省中游水平，总体
形势平稳可控。但据初步测算，仍
有1 . 5万余名隐性吸毒人员尚未
发现，管控任务繁重。

按照《2020年全省禁毒工作
要点》总体部署，全省新一轮禁毒
人民战争即将打响。济南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支队长李友忠表示：
近期，济南市已部署开展为期6个
月的“风雷扫毒2020”专项行动，
大力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特
别是零包贩毒活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尉伟

三年来，威海市共破获毒品
犯罪案件465起，抓获毒品犯罪嫌
疑人544人，缴获各类毒品21 . 86
千克。

目前，威海全市登记在册吸毒
人员6561人，总量居全省第五位；
现有管控吸毒人员2130人，占全市
总人口0 . 76‰，远低于全国1 . 8‰
的平均值，未发生有影响的吸毒人
员肇事肇祸案事件；已戒断三年未
复吸人员4412人，占登记在册吸毒
人员总数的67.2%。

威海市禁毒工作仍面临毒品
多头渗透加剧、毒品犯罪“隐性”
特征明显、“毒源在外、多头渗透”
加剧、扫毒攻坚远未“触底”等挑
战。同时，威海市吸贩“笑气”、大
麻，制贩复方可待因类等新型毒
品案件逐渐有露头的趋势。“远程
非接触式”贩毒手段逐渐常态化。
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升完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涵

“2019年以来全市共起诉涉毒
犯罪嫌疑人239人，查获吸毒人员
640人次，强制隔离戒毒176人。”6
月23日，济宁市禁毒委副主任、市
禁毒办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乔培
战介绍，通过坚持“局长挂帅破大
案”，成功破获一批毒品大案。在全
市范围内，建成了35个固定毒品检
查站和16个流动毒品查缉站，严密
堵源截流，斩断毒品运输通道。

同时，在全市组织开展“天
目”禁种铲毒行动，大力强化罂粟
禁种宣传，出动无人机进行巡查，
组织干部群众逐村逐户踏查，全
市非法种植罂粟违法犯罪活动得
到有效遏制。济宁市连续三年进
入全省禁毒人民战争绩效评估优
秀序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慧 通讯员 赵存岭 马超

济南：

三年缴获毒品4吨

威海：

三年抓获毒犯544人

济宁：

去年640人次吸毒被查

36天，见证济南“破冰行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全程跟随警方，记录18人吸贩毒团伙落网

是新婚妻子发现何伟吸毒后，毅
然与他分了手。

“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行，就是
别让我爸知道。”深夜11点，建筑
新村派出所，审讯室里的何伟哭
了起来。“既然后悔了，知道后果，
以后就别碰这东西啦。”面对民警
的劝诫，何伟用袖子抹抹眼，一字
一顿：“我要把卖冰毒的全弄出
来……拉一个垫背，赚了……”

2019年10月3日 星期四
紧握的枪

通过李勃，民警抓获了瘾君
子何伟、邓辉。而10月2日，民警
讯问邓辉时，一名叫西风的瘾君
子撞到了枪口上：他发短信邀请
邓辉1 0月3日晚到和平路“同
嗨”。邓辉说他以前和西风吸食
冰毒都在别的地方，和平路这个
小区从没去过。

10月3日上午，专案组开会
研判：邓辉对该小区不熟，看似
不利，但恰好可以利用这点，把
西风“喊”出来……

“我找了半天，都转迷糊啦。”
“算了，我出去接你吧。”
10月3日晚上10点，一名身穿

黑色卫衣的小伙现身和平路某小
区南门，“西风”果然上钩了。

抓获西风，民警获知：他也是
受人邀请。楼内，房主殷健正与另
一男子“同嗨”中。在“西风”的带
领下，历下公安禁毒大队、奥体中
心派出所民警来了个“瓮中捉
鳖”。紧握的枪让现场气氛凝固，
而这也是我又一次见到枪。

“都别动，警察。”屋内漆黑一
片，借着走廊里的微弱灯光，冲进
屋内的民警将两名男子迅速控
制。而当民警清缴屋内冰毒时，一
名光头男如“约”而至。原来，他也
是受殷健所请，“本想给大家一个
惊喜，没承想却被我们一网打尽。”

四名瘾君子都是外地来济
打工仔，年龄为70后、80后、90
后，均有吸毒前科。而他们的落
网，更牵出另一起案中案，让另
一名贩毒嫌疑人浮出水面。

2019年10月6日 星期日
三年前的“熟人”

殷健等四人互不相识，但其中
两人所带的毒品都来自“美羊羊”。
而10月1日落网的邓辉也说，他的
毒品购自“美羊羊”。更让我惊讶的
是，早在2016年，“美羊羊”就进入
了杨京志的视线，“当时，我抓了一
名瘾君子，说与‘美羊羊’一同吸
过。但之后，‘美羊羊’再无音讯。”

就在9月4日抓捕华子、豆豆
前，杨京志又获悉“美羊羊”涉嫌
贩毒并可能住在明湖北路附近，

“我们上门抓捕，发现又晚了一
步，他搬家了。”

这次，狐狸又露出了尾巴，
民警没有放过机会，10月4日、5
日连续两天工作，专案组确定：

“美羊羊”叫吴轶，现在泉城路一
店铺打工。

“不可能吧，挺好一小伙，他
休班了，明天才来。”10月5日，我怀
着激动的心情与民警赶赴泉城
路，却被店长的一句话砸在心上。
店长说，吴轶是两年前来的，人挺
和气，朋友圈看着也正常，“女同
事怀孕坐车不方便，他每天下班
都顺路骑车捎回去……”

民警让店长试着打电话喊吴
轶回来加班，吴轶却以有事为由拒
绝了。难道三名下线的落网惊了吴
轶？“应该不会。”杨京志说。

10月6日上午11时，国庆假
期的泉城路上游客如织，我和蹲
守民警盯着表上的时针从11挪
向12，那是吴轶来交班的时间。
这一次会成功吗？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我来

晚了。”12点05分，一小伙走进专
卖店，吴轶来了。

“知道为什么找你？”
“嗯。”
也许早料到会有这一天，吴

轶痛快地“撂”了。
29岁的吴轶来自湖北，2011

年毕业后来济南打工。2014年，
他回老家时被朋友怂恿着吸食

“水烟”助兴而染毒。2016年，他因
吸毒被槐荫警方处理过，所以从圈
里消停了一段时间。2019年3月初，
缺钱的他开始通过网络从外省购
毒至济南贩卖，以贩养吸获利数
万元。10月5日，他利用休班还在
家里自“嗨”了一下，所以拒绝了
店长加班的要求。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不想进
去。”10月6日23点，历下公安奥体
中心派出所，落网的吴轶万分懊
悔：如今，他最牵挂的就是老家八
十多岁的奶奶。“奶奶从小就疼
我……我真怕奶奶知道了伤心。”
说到这儿，吴轶哭了起来。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民警的心愿

10月7日，燕子山路某宾馆，
26岁的于行被抓。

10月8日下午，工业南路某
处，刘林被抓；晚上，旅游路某小
区，35岁的赵仕被抓。

10月9日，北大槐树小区，30
岁的薛乾被抓。

根据吴轶的交代，历下公安
禁毒大队联合燕山、解放路、泉
城路以及龙洞派出所顺藤摸瓜，
又陆续抓获了四名涉毒嫌疑人。
其中有三人还是研究生毕业，有
着令人羡慕的工作。

26岁的于行在一家企业做管
理，收入颇丰。他说，自己第一次吸
毒是2018年与网友聚会，“当时，对
方没说是毒品，只说吸了会放松。”

32岁的薛乾在某培训机构任
职。抓他的时候，动静挺大。近二百
斤的薛乾拼命挣扎，民警三个人才
摁住了他。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
特害怕，“我不能进去啊，周末还得
上课。”薛乾说：他染毒是因为心脏
不好，聚会时听朋友说溜冰能治病
才吸食的，“再后来，我也是心存侥
幸，觉得自己比较胖不会被发现，
因为吸毒的都很瘦。”

36天，奔波近千公里，三十
余名警力参与，抓获了18名涉毒
嫌疑人。

好奇、减压、治病……虽然他
们的染毒理由千奇百怪，虽然他人
的怂恿和教唆或是他们染毒的借
口，但强烈的好奇心、薄弱的意志
却是他们涉足毒海的根源。在我看
来，“18”不是冷冰冰的数字个体，
而是一个个支离破碎、伤痛欲绝的
家庭。案件总会结束，可毒品带给
自己和家人的伤痛却不会结束。

一个多月来，除了听到女儿的
声音，杨京志最开心的另一件事就
是接到了小刘的电话。小刘曾因吸
毒被杨京志抓过，出来后他改过自
新，没有再碰过那些“东西”，还在
小区周边开了一家小商店，赚得不
多但足以维生。

“能看到吸毒人员改邪归正，
浪子回头，像其他人一样过上正常
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个缉毒民警的
心愿。”历下公安禁毒大队郎卫华
大队长说：同样，也正是万家灯火
的安宁，让他们有了继续坚守缉毒
一线的信心和勇气。
（文中吸贩毒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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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山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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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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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2019 . 10 . 1

白马山南路)

(2019 . 10 . 1

白马山南

路)

西风 殷健等
三人 (2019 . 10 . 7

燕子山路)

(2019 . 10 . 8

工业南路)

(2019 . 10 . 9

北大槐树)

赵仕(2019 . 10 . 8

旅游路)

吴轶(美羊羊)
(2019 . 10 . 6泉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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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2019 . 9 . 4

花园路)

(2019 . 10 . 3和平路

某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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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 刘林 薛乾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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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吸毒

18名涉毒嫌犯人物关系图及被抓时间地点

葛相关链接

济南警方缉毒行动

和平路某小区，民警包围涉毒嫌疑人所在的房间。

▲除了尿检，警方还会对涉毒嫌犯进行发检。

民警杨京志从2016年就开始关注的“美羊羊”吴轶落网。

夜色下的花园路，路人丝毫没意识到身边一场毒品交易正在悄悄进行。 经过20小时的蹲守，民警抓获兼职司机王宝。

2019年9月初至10月中旬，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跟随济南警方36天，辗转济南、聊城等地，奔波近千公里，直击民警从1克冰毒入手揪
出一个18人吸贩毒团伙的全过程。

如今案情允许、6·26国际禁毒日临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希望通过这篇济南版“破冰行动”日记揭秘这一案件台前幕后的同时，
也让更多的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因为一旦沾染，就不会轻松结束”。

扫
码
看
视
频

被抓吸贩毒人员均为化名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