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5日晚，凉山州和布拖县公安机关介绍了贾
巴伍各牺牲和抓捕毒贩的全过程。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捕战。
凉山州布拖县公安局副局长范文斌，全程指挥并参与

这次抓捕战斗。范文斌介绍，只有详细了解了现场，尤其
是怪异的地形，就知道所有的参战民警处于“完全被动”。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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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控四棵乡
6月10日下午8点过，在布

拖县城东北方约50公里远的布
拖县地洛派出所，民警的日阿各
和同事偶然发现了批捕在逃的
毒贩阿约干子。民警立即试图
上前控制时，阿约干子突然从裤
兜里先后抛出两个爆炸物。多
位民警在爆炸中受伤，阿约干子
趁着夜色逃入山林，逃窜到邻县
金阳县境内。

11日，贾巴伍各到医院看
望了受伤的同事，向他们保证，
一定会抓住阿约干子。

6月13日，警方接到线报，
阿约干子可能出没在布拖县东
南的四棵乡附近。布拖县公安
局立即动员全部警力，由公安局
局长沈伟尔亲自带队，抽调精干
力量实施搜捕。中午1点过，民
警开始在四棵乡布控，开始搜
山，但一直到晚上8点天黑，并
没有发现阿约干子。为了防止
他逃走，民警兵分多路，在各个
路口守了整整一夜。

14日上午7点天一亮，搜山
继续。民警分为5个小组，不断
缩小包围圈。上午9点过，在四棵
乡二村六组的山林中，搜索一组的
民警发现山上有一处岩洞，分析阿
约干子很可能就躲在这里。

遇伏击中枪
走在搜索一组最前面的是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强和县刑
警大队侦查员吉木子呷。现场
的地形非常复杂，一个近70度的
陡坡被灌木丛覆盖，岩洞就在坡
顶，洞口也全是灌木，躲在上面
往下看一览无余，而从下往上根
本看不清岩洞周边的情况。

就在民警往坡上攀爬时，第
一声枪响了。

在搜捕过程中，民警全都穿
了防弹背心，但是身体上部锁骨
到脖颈一圈却没有保护。第一
颗子弹恰恰就从斜上方射下来，
击中了王强的锁骨。王强被击
倒在地，滑下山坡，吉木子呷赶
紧冲上去想扶住他。就在这时，
第二声枪响，子弹击中了吉木子

呷的右臂。
接连两人受伤，其他的民警

立即开枪还击，但由于视线受阻，
又是仰射，并没有击中目标。

“不管我，快追”
听到一组这边枪响，附近带

领第三小组的贾巴伍各立即带
人前来支援。可就当贾巴伍各
刚到王强他们附近时，第三声枪
响。子弹从贾巴伍各左侧锁骨
射入，贯穿了胸部。贾巴伍各倒
了下去，身边的布拖县公安局副
局长范文斌连忙扶住他，“范局，
你不管我，快追。”贾巴伍各把手
里的枪交到范文斌手中。

范文斌带队一边还击一边向
前，留下局党委委员孙子尔呷照
顾贾巴伍各。“我扶住他的时候，
他的气息已经非常微弱了，声音
变得很小，但他还是不断跟我说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快追’。”孙
子尔呷说，这是贾巴伍各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

抓捕仍然在继续。阿约干子
见民警越来越近，逃离了岩洞，往
山林中逃去。阿约干子就是当地
人，非常熟悉周边的环境，很会寻
找地方躲避搜捕，但他始终没有
逃出民警布置的包围圈。

此时，贾巴伍各生死未卜，
另外两位民警也身负枪伤，沈伟
尔决定先抢救伤员，命令其余民
警继续守住包围圈，防止阿约干
子逃脱，同时立即向凉山州公安
局请求支援。

凉山州公安武警、特警紧急
驰援。15日凌晨，在警方三层保
卫圈的层层压迫搜捕下，阿约干子
最终被擒获，缴获自制枪支一支，
子弹5发。（此稿综合四川在线）

6月15日晚8
点，2017年四川省
暨成都市“6.26”国
际禁毒日主题晚会
在成都市公安局战
训基地举行。

晚会现场，曾
荣获多项荣誉的11
名缉毒一线公安民
警共同缅怀了14日
因公殉职的凉山缉
毒民警贾巴伍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 徐湘东刘陈平
凉山州布拖县报道
警方供图

还原禁毒英雄贾巴伍各生命的最后时刻——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快追”

6月15日晚上，在布拖县看守
所，记者见到了毒贩阿约干子，虽然
已经跟民警周旋了4天，但他脸上
丝毫看不出疲惫，说话很有逻辑。
阿约干子1米7左右的个子，体重
130斤，他说自己没练过长跑，但几
百上千米的山，十多二十分钟可以
赶到山顶。

阿约干子说，10日晚在布拖县
地洛派出所引爆爆炸物后，自己很
害怕，于是一路逃回了四棵乡老家，
躲进了岩洞。那是自己打猎时经常
去的岩洞。不漏雨，人也很少，感觉
犯了事往那里跑很安全。

阿约干子有很强的反侦察能
力，在被民警发现之前，他躲在山洞
中并没有惊慌，因为周边的地形情

况他非常熟悉。
阿约干子的枪法很准，他平时

就很喜欢枪械，经常喜欢打气弹枪，
也经常到山林里打野鸡。阿约干子
回忆，事发当时自己正在山洞睡觉，
突然听到下面有响动，自己一看，百
米开外几个人正朝自己的方向过
来。他躲在山洞边的灌木丛中，瞄
准第一个人胸口，开了一枪，对方应
声而倒。但民警还击后，他还是慌
了，为延缓警方，阿约干子又接着开
了第二枪、第三枪。阿约干子说，他
使用的枪支和子弹，是他花了2.3万
元购买来的，最初是用于打猎。

据警方介绍，阿约干子2015年
因运输 180克毒品被西安警方通
缉。

贾巴伍各出生于1983年，今年年仅34
岁。2006年毕业于四川警察学院，2008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1月至2010
年1月在布拖县公安局拖觉派出所工作，
2010年1月至2012年 9月任拖觉派出所
所长，2012年9月至2017年5月任城关派
出所所长，2017年5月至今在布拖县公安
局任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2012年，荣
获全省公安基层寄出工作先进民警称号，
被四川省公安厅记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
获四川省政法系统先进个人称号，2016年
荣获凉山州十佳优秀派出所所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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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管我，不要管我，
快追”这是禁毒英雄
贾巴伍各在追捕毒品

犯罪嫌疑人，不幸中枪后留下的最
后一句话。

时间回溯到6月10日。当日
22时，凉山州布拖县公安局地洛
派出所民警在工作时发现批捕在
逃毒品犯罪嫌疑人阿约干子，在对
其实施抓捕时，遭其使用爆炸物拒
捕逃脱，爆炸造成一名民警、两名
辅警、一名群众不同程度受伤。

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立即成
立专案组，全力展开缉捕。6月14

日凌晨，专案组获知犯罪嫌疑人行
踪后，随即对其可能藏匿地点进行
搜山围捕。但遭到藏匿于山洞中的
犯罪嫌疑人阿约干子开枪伏击，布
拖县公安局党委委员贾巴伍各等3
名民警负伤。6月14日12时10
分，贾巴伍各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

就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赶往布拖县途中，15日早上7
点过，传来在逃嫌疑人阿约干子被
警方抓获的消息。

通过走访追捕第一现场的参
战人员，记者得以还原这位禁毒英
雄生命的最后时刻……

毒 贩
擅长打猎
枪法极准

贾巴伍各的最后一个朋友圈，是一
堆燃烧的篝火。

灵堂内，贾巴伍各的妻子杨茜神
色憔悴，望着躺在棺柩中的丈夫，止
不住掉泪，却已说不出任何话来。

据记者了解，贾巴伍各在牺牲当
天凌晨4：59，发过最后一个朋友圈，
是一堆篝火的图片，没有配文。那是
当时他在追捕现场野外蹲守时，拍下
的画面。不久之后，他不幸倒在了嫌
疑人的枪下。这没有配文的最后一
条朋友圈，便是在他人生尽头给过他
温暖的这一团火焰。

贾巴伍各牺牲的消息传来，杨茜
几乎当场崩溃，在微信朋友圈，呼喊
着丈夫：“亲爱的，听见了没，你的战
友在为你送行，但我知道，你不是不
在了，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爱我！”

6月15日上午，犯罪嫌疑人被抓
获后，她再次留言呼唤阴阳相隔的丈
夫：“老公，熊熊火焰成为你微信朋友
圈里的绝笔，你甚至什么话都没有来
得及对我说，但是你知道吗，就在刚
刚，毒贩已被抓获！你在天之灵可以
瞑目了。”

殡仪馆，前来送行的同事亲朋，
掩不住心里的悲伤，不少人哭作一
团。还有不少村民扛着花圈，自发前
来送别贾巴伍各。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没想到
……”唐天鹏是贾巴伍各父亲的朋
友。看着贾巴伍各的遗像，他的眼中
全是泪花。“这个孩子，从小就勤奋，
而且也很老实，讨人喜欢。”唐天鹏回
忆，贾巴伍各以前在村小读书，后来
在日哈乡读小学，再后来考入昭觉中
学，之后去读警校，毕业后回到凉山，
实现了他从小就想当警察的梦想。
唐天鹏说，贾巴伍各的母亲已经去
世，难以想象他的父亲，将要面临何
等的悲伤。

6月15日下午5点半，记者赶到凉山
州布拖县。

此时，天下着雨，气温只有15℃。布
拖县殡仪馆内，贾巴伍各的灵堂已经搭建
完毕。灵堂门口上方，“人民英雄永垂不
朽”的大字横幅异常醒目。贾巴伍各的战
友、同学、家人、朋友等数百人正陆续赶
来，见他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贾巴伍各的追悼
会，将于16日上午9点在布拖县殡仪馆举行。

妻子泪崩

“你不是不在了，只是
换了个地方继续爱我”

15日凌晨，嫌疑人阿约干子被擒获。

在搜捕战斗中，贾巴伍各（左）不幸中弹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