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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16岁少年获助战胜白血病
立志做有用的人回报社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大学生李文星误入传销组织溺水身亡事件再成热点

身陷传销组织如何脱身？
看看记者15年前的亲身经历

“我回来的路上，从手机里看到大学生李文星误入天津传销
组织后溺水身亡。我们比他幸运多了，成功从传销组织里逃了出
来。”8日，在重庆北站南广场长途汽车站，这是从浙江返渝的冉莲
花（化名）见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

冉莲花今年35岁，老家在酉阳县花田乡，现在是浙江一所小
学老师。15年前，记者刚大学毕业，认识了在湖南省湘潭市误
入传销组织的冉莲花，两人经历黑色一周后，一起努力逃出回
渝。从此，记者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2年7月，记者刚大学毕业，突然接到初中同学刘某的电
话。以前上学和刘某是一个班，两家相距也不远，关系虽不是很要
好，但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对她有一定的了解。

“你毕业找到工作没有，如果没有，可以到湖南省湘潭市
来。我在一家商都集团上班，正需要人，待遇很好，可以介绍你
去试一试，如果不满意就算了。”刘某像老朋友拉家常一样关心
地问道。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长途电话里很多事都无法问清
楚，但传销活动正是猖獗之时，记者之前又在媒体实习期间对其
已有所闻。最后，便决定冒险去湘潭刘某处看看。

带着父母给的1000元钱，记者从重庆坐火车来到了湘潭。为
了方便叙述，记者用第一人称讲述在传销组织经历的黑色一周。

走出湘潭火车站，我
没见到同学刘某，而是见
到了她的两个男同事陈
某和林某。两人告知，刘
某出差了，委托他们来接
人。随后，两人热情地将
我带到了市区一个偏僻
居民小区二楼的“家”先
住下。

“家”是一间两室一
厅，竟住了十五六个全国
各地 20 至 25 岁之间的
年轻人，女生住主卧，男
生住次卧，全睡地铺。另
外，房子里还有一个自称
是“家长”的男子。

到“家”的第一件事，
是“家长”以办理居住证
为由，将我的身份证拿走
了，并且安排了两名“老
人”照顾。

上厕所睡觉
都有人监视
到了吃饭时间，十几

个人围在一起，但不能说
话，也不能打听对方消
息。吃的饭菜也很简单，
十多人四菜一汤，没有
荤腥。如果有人要出门，
无论走到哪里，陈某和林
某像“保镖”一样，一刻
都不离身边。

当晚睡觉时，十几人
睡最里面，“家长”则睡
靠门的地方，负责监视。
凌晨时，我起床上完厕所
准备回床睡觉时，突然看
到“家长”站在门口守
着。原来他在监视大家
会不会从厕所逃跑。

到“家”后的第三天晚
上，陈某和林某见我变得老
实了，就将我带到了另一个
小区的三楼。刚走进房时，
里面坐着的20多人和一个

“家长”就大声喊：“欢迎新
朋友。”

“家长”说完，坐在下面
的 20 多人使劲鼓掌。随
后，我被带到下面坐着，

“家长”开始传授经验：要
想做一个成功人士，就要努
力……只要缴 3880 元，介
绍 2 人是初级白领，介绍
10 人是高级白领……然
后， 一位衣着光鲜的成功
人士又给我们传授介绍人
的经验：用亲情介绍亲戚，
以同学介绍同学，以找工作
介绍朋友，以耍朋友介绍朋
友……

由于之前我没有实际
接触传销，脑袋里朦朦胧
胧，但受现场气氛的感染，
浑身热血澎湃。就这样，我
在浮浮沉沉中度过了第一
堂“洗脑”课。

我 到 的 第 三
天，一名 21 岁的
男 子 被 两 名“ 老
人”从其他地方扶
回“家”。我看到
他很憔悴，脸色苍
白，走路无力。

当晚“家长”
宣布，这个“新人”
是其他“家庭”的
成员，因为逃跑被
追了回来，关在黑
暗的小屋 24小时
忏悔后，现在重新
回归“家庭”。“家
长”还警示所有的
人，没有得到允许
是 不 能 私 自 离
开的。一旦逃跑
被追回，将处罚饿
肚子、关小屋等。

当天傍晚，我告诉陈
某和林某要给父母打电
话，两人同意了，一前一
后“送”我到了一个电话
亭，他们就站在旁边偷
听。

我告诉父母这边不
自由，吃得差、睡不好，
还没等我说完，陈某立即
冲进电话亭，直接把电话
挂断，并禁止我再给父母
打电话。

回到家，陈某又将此
事告诉了“家长”。“家
长”立即召开“家庭会
议”，警告我下次再说错
话，取消一周外出活动，
并罚我两顿不能吃饭，还
要为大家洗衣服一次。

为了让“家长”放心我
们 ，我和莲花开始变 得 听
话、顺从，听课也更加积极，
甚 至 还 帮 助“ 家 长 ”劝 新
人。“家长”在连续三四天观
察我和莲花后，也开始放松
监视。

我们每天利用到小区外
面活动的机会，向小卖部阿
姨、叔叔打听住的地方，火车
站远近、坐公交车线路。

经过6天的努力，我们终
于摸清情况，两人当晚开始
商量如何拿回身份证，做买
票回渝的最后准备工作。时
间是利用上午 11 点到 12 点

“家长”开会，监视的人少，带
着行李直接到火车站。

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我和莲花以银
行卡丢失了需要到银行补办，然后让父母
汇款过来为由，向“家长”索要身份证。由
于之前表现好，他认为我们已被成功“洗
脑”，放心地就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们。

趁着“家长”开会期间，我和莲花立即
背着行李，按照之前探测好的线路，坐上公
交车赶往湘潭火车站，立即购买了当天下
午3点回渝的车票，然后我们就到候车室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着。在等待的4个小
时里，我们才发现一分钟过得好慢好慢。

最惊险的是，当我们上了火车，陈某和
林某已经追到了站台上，一节一节车厢地
寻找。终于，火车开动了，我们平安了。此
时，我和莲花都忍不住哭了。

回到重庆后，我和莲花立即向警方进
行了举报。2003年上半年，我们得知，该
传销组织已被湘潭警方、工商等部门打击。

第1天

到“家”就被
拿走身份证

第2天

莲花悄悄找我
商量逃跑

第3天

成功人士
传经验洗脑

第4天

有人逃跑
被追回关小屋

第5天

打电话说错话
罚饿两顿

第6天

两人摸清情况
商量逃跑

第7天

假意补卡
顺利坐上火车

重庆商报讯 昨天上午，北碚某大学女生小杨和父母拿着锦旗走进区
公安分局天生派出所，感谢民警将她从传销组织中解救出来。

小杨是河南人，21岁，父亲在家务农，母亲在上海打工。7月12日放
暑假后，她告诉家人和几个同学去陕西宝鸡旅游，之后失联。7月24日，小
杨父母赶紧报警。

民警调取购票出行信息发现，小杨确实在7月12日重庆北站取票，并
乘坐当天的Z233次列车到达宝鸡。随后，民警驱车带着小杨父母赶赴宝
鸡，并在当地火车站派出所查看监控发现，小杨在13日凌晨被一名男子接
走。在当地警方协助下，确认该男子是被警方记录在案的传销人员。然
而，当民警随即驱车在宝鸡、西安、渭南等地辗转寻找10天，行程2500多
公里赶往传销窝点，小杨已被带到河北廊坊。

8月5日上午，在重庆警方的不懈寻找下，该传销组织心生胆怯，主动
把小杨放了。目前，宝鸡警方也介入对该传销组织的调查。

李 文 星 误 入 天 津 传 销 组 织 后 溺 亡 不
久，25 岁山东籍男子张超又在静海误入传销组

织死亡。
传销组织为了钱不达目地誓不罢休，限制人身自由、体罚

等各种手段都能想得到做得出。无论传销演变了多少版本，但其本
质没有变，就是拉人头和提成。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诱惑。要清楚，所

有的富裕都是慢慢积累的过程，能让你短时间内暴富的“生意”，全都是虚幻、
飘渺的。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请不要盲目崇拜天下会掉下馅饼，也不要盲目相信嘘寒问

暖、无微不至就是友情、爱情，对于传销，那只是一层没有捅破的骗人把戏。只有认真、踏
实的做人，才是正道。
我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旦落入传销组织，不要被对方各种“ 好意”冲

昏 头 脑 ，及 时 告 知 家 人 并 报 警 。 更 不 要 自 信 自 己 具 有 很 强 的 反 洗 脑 能 力 ，及 时 逃 离 才 是 明
智的选择。

一夜暴富的诱惑都是虚幻

记者手记 相关新闻

女生误入陕西传销失联 重庆民警奔走十日寻回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镜头对准小
区，对准物业人员，对准居民，记
录他们的生活点滴。昨日上午，
由大渡口春晖路街道锦愉社区社
工室拍摄的50多幅精美照片，亮
相在各个宣传窗内，吸引居民们
驻足围观和鉴赏。

在锦愉社区，有这样一位父亲
——20年来，每过一个阶段，他都会
为妻子和2个儿子拍一张合影，并在
相片背后写下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照片的拍摄者，是社区居民廖昌国。

20年来，廖昌国用的设备从
胶片傻瓜相机到数码相机，再到
现在的单反相机……这些照片不
仅记录着孩子的成长，也成为普
通家庭发展的见证。

今年72岁的罗家平，是锦愉
社区绿韵摄影队里年龄最大的一
名成员。“如今一家人真正能够聚
在一起拍摄‘全家福’不太容易
了。年轻人团圆的想法也没有老
一辈那么强。”罗家平说，自己这
次递交摄影作品以“全家福”为主
题，通过一张小照片唤起人们对
过去的美好回忆，是自己参加这
次摄影展的目的。不过，老人口

中的“全家福”不是自家的，而且
帮助社区居民拍的。

家住4栋的易福军老人四世
同堂，儿孙难得聚到一起，罗家平
知道后带着相机来到易福军家
中，帮忙拍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

“前前后后，我一共为7组家
庭拍了全家福，等照片冲洗完后，
我一定亲自送到他们家中。”罗家
平说，经居民同意，征集和拍摄入
围的优秀照片拟将制作成展板或
印制成画册，在下季度的摄影展
上让大家共同欣赏。

锦愉社区负责人顾筱舫表
示，社区“我的摄影秀”主题展

年年都要举行，同时还会举办
各类培训、讲座、展览、联谊会
等活动，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
活，同时为居民搭建更多展示

才华的舞台，让居民在享受丰
硕物质生活的同时，享有更高
品位的精神生活，不断提升社
区居民的幸福感。

重庆商报讯 男子冒充豪门
富商，专门盯上大龄剩女，在确定
关系后以“投资经商”等为借口，
从十余名女子处骗取钱财共计近
800 万元。昨日，大渡口警方通
报，8日，沈某涉嫌诈骗罪已被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

今年4月，刘某、甘某两名女
子先后来到大渡口区刑侦支队报
案，称被一名叫沈滨（化名）的男

子骗了200多万人民币。
经询问，刘某、甘某 30 岁左

右，工作稳定，均属大龄优质白领
女青年，家中催婚不断，于是在婚
恋交友网站注册会员，去年都在
网上结识了沈滨，并确立恋人关
系。

据了解，沈滨自称父母经商
多年，虽家境优越但不依靠家中
独立经商，开有 3家公司。平常
开一辆奥迪A6，在大渡口做医疗
器械生意。

刘某、甘某告诉民警，沈滨在

与二人见面时，都出示了南京大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证等证件。名校毕业
生、霸道总裁的光环让她们崇拜
不已，不久便确立恋爱关系。

今年初，沈滨以公司资金周
转紧张、投资购房等名义，分别向
刘某、甘某借钱，涉及金额达200
多万后，最近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民警对沈滨身份进行核实，
发现其中有不少疑点。通过对沈
滨的通讯记录、聊天记录进行分
析，发现被骗人员有十余人，作案

地涉及全国多个省市，涉及金额
高达800余万元。

近日，通过缜密侦查，大渡口
区刑侦支队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沈
滨抓获，并从其家里搜到多名女
孩的上百封情书和聊天记录。

证据面前，沈滨承认自己租
来奥迪A6伪装成高富帅骗取钱
财，为讨女子欢心，还在网上下了
很多段子写情书，让很多女孩对
其痴迷不已，心甘情愿地拿钱，甚
至有的在银行贷款百万给他。

据沈滨交代，他经常出入高

档娱乐会所，购买奢侈品，出境旅
游，一掷千金，周围的朋友都将他
称为“沈公子”，娱乐会所也奉其
为座上宾。由于他没有正式工
作，便不断通过“交往”女友借钱
来维持自己的高消费。

在此，警方提醒适婚龄女性
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及时保留
交往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通
话记录中涉及金钱或利益的相关
凭证并及时报警，争取将伤害降
到最低程度。

重庆商报讯 9日起至11日，
渝中警方联合区卫计委、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市
儿童医院”）等单位，集中刑侦、特
警、治安、便衣等专业力量，于9日
起至11日，在市儿童医院组织开展

打击整治医院号贩子专项行动。
“市儿童医院号贩子猖獗，现

一号难求……”近日，网友在网上
反映该院医疗资源紧张，号贩子
利用此种情况，高价倒卖就医号
非法获取暴利，扰乱了医院正常
的就医秩序。

渝中警方了解情况后，立即
联合区卫计委、市儿童医院等部

门集中开展打击整治医院号贩子
专项行动。9 日早晨，警方制定
详细的行动方案，通过监测、分析
警情等手段，第一时间掌握号贩子
活动信息和医院周边的治安秩序
情况，分兵几路对所有的挂号点逐
个梳理，现场抓获17名号贩子。

据供述，有的号贩子已经挂
多个专家号，一般几元的挂号费，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科室、专家与
否，以 200~400元高价倒卖给患
者，以获得高额收入。

警方表示，号贩子扰乱了医
院正常就医秩序，涉嫌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情节较重
的，将面临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及五百元以下罚款。目前，
案件正在办理中。

据了解，渝中警方下一步将
继续对辖区医院组织开展多波次
行动，全面清理、综合整治号贩子
扰序问题。

在此，警方提醒就医患者要
通过正规途径挂号，市儿童医院
有网上、电话、现场预约三种挂号
方式都可以进行预约挂号，不要
轻信号贩子，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重庆商报讯 “非常感谢各位伯伯、
阿姨的帮助，我将永远铭记这份恩情。”
昨天，来自武隆区沧沟乡沧沟村沙铁坡
的王建锋，在父母陪同下专程来社会救助
基金会感谢好心人。王建锋今年16岁，12
岁时查出患上M3型白血病，社会救助基
金会雪中送炭，为他送去6万元救助金，
加上父母外借的50万元，让他顺利进行
了骨髓移植手术，并重返了校园。今年，
他初中毕业以504分的优异成绩考上武
隆中学。9月份，王建锋就要开始新的学
习生活。他表示，自己立志要考上重点
大学，做一个有用的人回报社会。

重庆商报讯 前日傍晚，垫江县一
名喜爱户外运动的 24岁男子，因“找刺
激”不走寻常路，被困在了钟嘴寨半山
腰。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官兵赶到，借
助手电筒光亮，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
被困男子终于成功脱险。

消防官兵提醒，外出游玩时一定要
注意个人的人身安全，凡事量力而行，尽
量少到山区丛林、深水等危险区域游玩，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

镜头记录居民幸福瞬间 社区摄影展引来围观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高富帅”还是段子手 十余女子坠情网被骗800万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渝中警方专项整治 抓获17名儿童医院号贩子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付迪西

男子“找刺激”被困半山腰
消防借助手电筒营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消防官兵营救被困男子 通讯员 瞿家骏 摄

王建锋 受访者供图

部分作者在摄影
展上留影
通讯员 王泽容 摄

第二天早饭后，趁陈某和
林某办事去了，一起住的一
个女孩走到我身边，悄悄告
诉我：她也是重庆人，叫莲
花，家在酉阳县花田乡，大学
刚毕业，已在这里住了5天。

她说，“家长”是这间屋的
头目，其他十几人都是被骗来

“洗脑”的新人，只要“洗脑”成
功，这些人要么成为“家长”，要
么会帮助“家长”监视新人。而
她一直不愿意加入，也无法脱
身回家，希望我们一起想办法
逃出去。

随后，我们两人趁无人监
视，假装扫地或者洗衣服，商
量先搞清住的地方、离火车
站多远，坐什么车去火车站。

曾经和记者一起逃出传销组
织的莲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