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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好民警·好故事（363）
面对负隅顽抗的毒犯，他临危不惧、有勇有谋；
面对误入歧途的吸毒者或其家人，他尽其所能关爱帮扶；
他狠抓预防教育、创新探索、严管严控……只为少一个人染上毒瘾。
他，1.8 米的个头，帅气逼人，
熟知他的人更赞赏的是他的年轻有为。
他，年仅 31 岁的浦江县公安局刑侦分局四大队（禁毒大队）大队长张云路。
“治安、刑侦等工作好比是今天的晚饭，迫在眉睫；禁毒好比是明天的早饭，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没有那么紧急，但重要且必须要做，我愿将
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到禁毒工作中去。”
他说。

张云路：
一直在路上奋战的禁毒勇士
记者 周静莉 通讯员 潘琴梦

他英勇善战，
屡破大案
今年是张云路在禁毒岗位上的第 9 个年头。
立志要干禁毒工作，缘于在城东派出所时办理
的一个案子，几名云南籍务工人员染上毒品之后生
活上可悲的一幕幕，深深触动了他。从那一刻起，
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目标：尽自己所能，希望少一
个人染上毒瘾，少一个家庭深受毒品所害。
2011 年 10 月，张云路如愿调至禁毒大队工作，
而且干的是他最喜欢的“打击”。寻找线索、跟踪守
候、收网抓捕……他不畏艰辛、英勇善战，从事着自
己衷爱的事业，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全省“千名好民警（辅警）、全省缉毒执法先进
个人、全省公安机关百城禁毒会战先进个人、全市
禁毒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个
人三等功……诸多荣誉承载着太多太多的汗水和
付出。
2012 年，浦江警方破获浦江首例公安部毒品
督办案件，彻底打掉了一个盘踞在浦江，辐射周边
县市的毒品网络犯罪团伙。主办此案的正是张云
路。
“作为主办民警，
压力不小。”
张云路坦言。
2 个多月的前期侦查排摸，制定抓捕方案，最终
犯罪嫌疑人无一漏网。为了这一抓就准，弄清每个
人员的确切落脚点，预测可能发生的变动，张云路
和同事跟踪守候，细致研判，费尽心思，只求万无一
失。
而这仅仅是开始。统一行动抓获涉毒违法犯
罪嫌疑人 59 人，其中涉毒犯罪嫌疑人 21 人。
“嫌疑人刑拘后，摞在桌子上的案卷材料有半
米多高，而大量的证据收集固定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专案组 4 人，每天都加班到夜里两三点。”一个
月后，案件准时移诉至浦江县人民检察院，无一人
因证据不足漏网。
9 年来，张云路共参与侦破毒品刑事案件 21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00 余人，破获公安部目标
案件 1 起、省目标案件 12 起、破获新型毒品案件 13
起，缴获冰毒海络因等毒品共计约 2 千克。
成绩的背后是无以言说的辛劳，是对家人无限
的愧疚。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值班、出差、办案,
是张云路的常态。家人听张云路讲得最多的话就
是“在办案”和“不回来”。平时出差办案时间往往
以破案需要而定、毫无规律可言，有时 10 多天，有
时一个月。张云路的家人似乎早已习惯了他这种
说走就走的风格，从来不问去哪里、去干什么，甚至
何时回家。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在家里
从来不谈工作,缉毒工作十分危险,张云路不想家
人再为自己担惊受怕。
2014 年 4 月份，原本身体不适的张云路在连续
加班五天后发高烧，在 40 摄氏度的高烧下强撑了
两天，最终被送进病房。同年 8 月，张云路因工作
原因再次躺进了病房，医生一再告知需住院治疗，
但当时的“全国百城禁毒会战”专项行动已拉开序
幕，张云路毅然出院带病参战，并且获得了骄人的
战绩。2018 年他带队出差云南一个多月，辗转昆
明、昭通等 5 个地州、9 个县市，抓获涉毒违法犯罪
嫌疑人 53 名……这只是无数次中的一次。
“作为领
头人，我怎能不在？好在家人理解支持我。”张云路
说只能亏欠家人了。
抓捕涉毒嫌疑人以及期间的周旋都是非常危
险的，有亡命之徒，有丧失人性的吸毒者，或者有肺
结核、艾滋病等高危传染病的携带者，但不管是抓
捕还是期间的周旋，张云路都从不畏惧，每次都冲
在最前面，与犯罪嫌疑人展开搏斗，受伤也不是一
次两次。
让他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抓捕一个云南籍的毒
贩。毒贩特别狡猾，多次转换交易地点,关键是块
头特别大，1.8 米的张云路在他面前都自愧不如。
那天等待毒贩交易完成正想动手时却发现情况出
现意外。当时身边只有一个辅警，眼看毒贩就要骑
摩托车离去，
“不能再等了。”张云路当机立断，一下
飞冲上去，拽住对手，毒贩扭动着身体拼命挣脱，张
云路狠狠抓着不放手，互相撕扯着，直至最终将毒
贩按倒在地。在彻底控制住嫌疑人后，张云路才发
现手臂上已经满是鲜血。

他关爱帮扶，
让误入歧途者重拾信心
“加班到凌晨，睡意全无。这是一张抓获犯
罪嫌疑人后，全家掩面哭泣的照片，感触很深。
亲 情 ，应 该 使 我 们 不 再 自 私 地 活 着 ……”这 是
2016 年 2 月 26 日凌晨 2 时 10 分，张云路发的一
条微信。
对于张云路来说，抓获犯罪嫌疑人后有自豪
与喜悦，
伴随而来的还有痛恨、惋惜与怜悯。
“来，小涛，叔叔知道你喜欢汽车，特意买来
送给你。”在一间老瓦房门口，张云路招呼着孩
子。这是张云路从小杜夫妻被抓后第 4 次过来看
望孩子，
第二天他们的亲人就会来接他回老家。
早些年，小杜夫妻来到浦江打工，不料却干
起来了贩毒的活计，而张云路正是小杜夫妻贩毒
案的主办民警。小杜夫妻的 4 个孩子最大的不过
14 岁，最小的 9 岁。亲眼看着爸爸妈妈被警察带
走，4 个孩子眼底浓浓的无助深深刺痛了张云路
的心。望着孩子，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 父母
被抓了，
这 4 个孩子的生活该怎么办啊？”
“不能耽误了孩子。”张云路一边请来小杜的
亲戚帮忙给孩子们做饭，送孩子们上学；一边联
系孩子们云南老家那边的亲戚。自己则隔天就
去看看孩子们，
给他们带去吃的和生活用品。
“叔叔，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看到已经相当熟悉的张云路，孩子们马上围了上
来。看着孩子们期盼的目光，听着他们童真的话
语，张云路的心里十分难受，一时之间竟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这几个孩子的问题。
“是不是回不来了？”最大的孩子意识到什
么，开始哭起来，其他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张
云路眼角泛起了泪光，
“不哭了，不哭了。叔叔知
道你们心里难受，明天就可以与爷爷奶奶团聚
了。这些钱你拿着，路上买点吃的，这是叔叔的
电话号码，
回家了有事可以给叔叔打电话……”
“孩子是无辜的，要让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
我不想让他们再走上父母错误的道路。
”
这么多年来，张云路接触过不少吸毒者。在
他眼里，很多吸毒者都是因为“试一试”而误入歧
途。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是受害者最后才是违
法者，他们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行政拘留决定
书，
更多的是关怀。
浦江美沙酮服药点经常会有张云路的身影，
“是否按时来服药？”
“ 药量有增减吗？”他牵挂着
维持服药的 20 余名“病人”“
。是你把我当人看，我
才有如今的好日子。”摆脱毒瘾的王某发自内心
感恩张云路的“再生之恩”。在浦江打工的王某
勤劳肯干，染上毒瘾后，一年十几万元的收入都
难以养家。被抓获后，悔恨交加。得知王某从拘
留所出来，张云路便不时地去看他。如今的王某
已是一个水晶工厂的主人。在张云路的关爱下，
像王某这样彻底远离毒品的吸毒者有 10 多名。
当他们来到禁毒大队感谢张云路时，是张云路最
开心的时刻。
“禁毒是救人的活儿，可以曲线保全好多家
庭。”
张云路深有感触。

他狠抓预防教育，积极探索创新
9 年历练，他从一名普通民警已经成长为浦江公安禁
毒战线上的优秀指挥员。
2016 年，张云路被提拔为大队长，负责禁毒大队全面
工作，张云路的思路也更为开阔，做好禁毒工作，源头预防
是关键；禁毒需要全社会每个人的参与，这才是抵制毒品的
铜墙铁壁。
在浦江，禁毒志愿者大队家喻户晓，是块金字招牌。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志愿者们进社区、到学校、下乡村，发放
禁毒手册、禁毒知识宣讲、现场义诊，开展大型禁毒宣传文
艺汇演，用小品、歌声、舞蹈有声有色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毒
品预防教育工作。
“禁毒是一场人民战争，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
禁毒的主战场是预防教育，志愿者们通过宣传教育，让更多
的人认识毒品的危害，从而拒绝毒品、拥抱健康。”张云路当
上大队长后，不断组织壮大禁毒志愿者队伍：志愿者从最初
的 300 余人，发展为现今的 1200 多人，设立“禁毒宣传文艺
团”
“禁毒宣传讲师团”
“戒毒爱心帮教团”三支专业队伍，引
导禁毒志愿者队伍向专业化发展，获得省禁毒工作先进集
体、省
“最美禁毒集体”
称号……
张云路牵头每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六进”活动为载
体的禁毒宣传活动几百余场；每年在全县各个乡镇街道开
展禁毒文艺巡演，结合禁毒法律宣讲，全面巩固加强群众的
禁毒思想防线。
虽然已有 9 年专业工作经验，张云路没有停止过前进
的脚步。
2017 年，禁毒大队成功破获全市首例以吸食复方磷酸
可待因口服液代替毒品新型毒品案件。2017 年 1 月底，民
警在日常排摸中发现有人通过大量服用感冒药的方式进行
吸毒，
“原本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成害人的毒药。”局里把
侦破任务交给了张云路。经深度分析研判，张云路带着专
案组顺藤摸瓜，发现了以张某、贾某为首的两个吸贩毒团
伙。贾某以贩养吸，服用该“药”长达 10 余年，身体也出现
各种损伤。由于浦江境内对该药严格管制，贾某便通过各
种渠道购买该“药”，经常前往衢州通过一位姓吴的医生购
买此药，而吴某为了个人利益，私自加价非法售出大量此药
给贾某赚取钱财。
该类案件在全市尚处首例，审查、取证难度大。为了能
够顺利破案，张云路同专案组一起做足做好功课，学习研究
相关法律法规、对浦江、衢州等地的数十家医院和药店进行
走访调查，收集固定相关购买登记记录和视频监控资料，查
看登记簿册数十本、监控数百小时，终于查实了两个团伙的
主要涉案人员身份、毒品来源、贩卖渠道、毒品交易情况。
2018 年，成功破获全省首起“蓝精灵”吸贩毒团伙案，
共打击网上贩毒人员 41 名，查处吸食“蓝精灵”等新型毒品
人员 55 名。这要归功于探索创新的涉网打击战法。
全县外来毒品输入明显减少，查获的吸毒人员新增数、
复吸数逐年下降，现有吸毒人数实现连续 3 年“负增长”，毒
品问题治理取得拐点性成效。真正切切的成效让张云路无
悔于自己的禁毒工作。
“禁毒工作是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只要用心去做，不
管大案小事，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我希望自己在禁
毒战线上奋战一生，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与心血都倾注到热
爱的禁毒工作中去。”对于张云路来说，禁毒工作永远在路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