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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茂密的丛林深处，隐藏
着无数的木屋、村寨。2018年的一
天，其中一个村寨，迎来了两名中国客
人，他们被带到一间小木屋内，接受全
方位搜身，门外守着的，是拿着AK47
步枪的雇佣军。

这个村寨的主人是一名当地军
官，而两名中国客人，就是重庆市公安
局禁毒总队三支队支队长田丰和他的
同事。他们来与军官见面，是为了获
取一名藏匿在“金三角”的大毒枭近期
运送毒品进入中国境内的时间、地点
和手法等重要情报。为防止走漏风
声，该军官要求在他选择的地点当面
详谈，而且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我第一次感到紧张……”9月1
日，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年仅
36岁的田丰事后回忆说，从警14年，
他一直战斗在禁毒一线，破获了300
多起毒品案，查缴的毒品以吨计算，不
过进“金三角”，却是他最紧张的一次。

14年，破获300多起毒品案

都说做事要谋定而后动，可对禁
毒而言，没有什么套路性的万全之策。

“对方是真心提供情报，还是另有
打算？我们没法确认，但不冒这个险，
案子破不了，怎么办？进‘金三角’演

‘无间道’，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田
丰表示，在境外，又是以普通中国公民
身份去的，不会得到当地政府任何帮
助，一切只能靠自己。

幸运的是，会面成功，田丰带回了
重要情报，并成功将这名藏匿在“金三
角”的大毒枭抓获，该贩毒集团被一网
打尽。

“金三角”这一次，只是田丰破获
的300多起毒品案中的一起。

2001年，田丰考入中国刑事警察
学院禁毒专业。2005年毕业后，他进
入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成为一名
一线禁毒警察，一干就是14年。

能学以致用，还能待在自己的家
乡，在田丰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了。但是，他的选择却遭到了父母的
反对。母亲看过禁毒纪录片《中华之
剑》后，对禁毒民警有了新的认识。她
钦佩影片中的禁毒民警，但要让儿子
冒生命危险做这个，母亲不愿意。

“妈妈，总要有人禁毒，我学的就
是这个专业，我能干好。”田丰几次劝
说，母亲虽不再反对，但也不支持。母
亲的沉默，让田丰的心情有些郁闷。

2005年9月的一天，田丰清楚地
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出任务，在外地蹲
守一名毒贩，吃住都在车上，只能与同
事轮流休息。而那一天，正是田丰23
岁生日。

夜里，正当田丰有些疲倦时，手机
收到母亲发来的短信：“儿子生日快
乐，注意安全！”寥寥数字，让田丰满眼
泪水。同事见状，有些奇怪地看着
他。田丰哽咽着说：“我妈，以前从来
不会发短信。”

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田
丰坦言，禁毒14年，他已记不清有多
少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2018年3月，春寒料峭，重庆永
川区某深山中一片寂静。此时田丰和
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武警战
士摸黑急行。山势陡峭，树林密集，由
于能见度极差，4个多小时急行军中，
带路的向导几次险些迷路。

田丰他们要去的目标在深山中，
是一个贩毒集团的制毒加工厂。狡猾
的毒贩特意“选址”在一个三面环山，
一面临崖的半山腰上。唯一的通道还
设置了铁门、暗哨。若强攻，一旦打草

惊蛇，毒贩就会遁入深山。
当晚没有月光，四周伸手不见

五指。因为担心暴露，即便在悬崖
边行走，田丰他们也不敢使用电筒
照明，随时都有坠落山崖的危险。但
为了端掉制毒加工厂，大家似乎都忘
记了害怕，只是快速行进。一路无
言，只有沙沙的鞋子与树叶的摩擦声
传来。

“全都不许动。”当日凌晨4点过，
突击队准时到达行动地点。巨大的破
门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田丰和同事
们迅速冲进工厂，将现场11名嫌疑人
全部控制。清点后，他们在现场查获
氯胺酮（俗称K粉）成品1.2吨。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一次性缴获毒品
成品最多的制毒案件。

这样的危险任务，还有很多。
2016年，在对一名毒贩实施抓捕时，
田丰和同事们用车辆将对方围住，当
他们冲上前拉开车门控制住毒贩的双
手时，才发现毒贩竟有一支手枪。如
果田丰他们动作稍慢一点，后果不堪
设想。

有一次，他曾潜伏进毒品交易点，
被四名手提砍刀的毒贩围住，他机智
地与毒贩周旋，为同事们收网赢取了
时间；还有一次，在驾车追缉毒贩过程
中，毒贩竟驱车向田丰驾驶的车辆猛
撞过来……

“要说英雄，他们才是
真正的英雄”

14年禁毒生涯，田丰获得了无数
的荣誉，今年，他又获得全国五四青年
奖章，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折不扣的
英雄。

“我不是什么英雄。”田丰认为，他
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还有无数的公
安干警在禁毒战线上默默付出，他身
边的战友，有的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要说英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田丰说，2012年，重庆市公安局

禁毒总队的一位民警在从云南昆明押

送嫌疑人回重庆路上，遭遇严重车祸，
田丰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现场。

他在现场看见，车辆翻倒在路边，
但押送嫌疑人的民警却用身体将嫌疑
人紧紧抱住。民警身受重伤，嫌疑人
却毫发无损。送医后，这位民警因为
颅内大出血，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

“在云南边境地区，禁毒民警执行
任务时面临的危险系数更高。”田丰
说，为了更准确、快速地办理毒品案
件，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在云南边
境设立了工作站。因为工作关系，他
走遍了整个云南的国境线，和当地禁
毒民警结下了深厚友谊。

2017年11月，他接到噩耗，云南
某地公安禁毒民警，在抓捕毒贩过程
中，被负隅顽抗的毒贩开枪击中颈部，
抢救无效英勇牺牲。接到消息后，他
买了最近航班赶到云南，参加了该民
警的追悼会。

“他的女儿才4岁，一直问爸爸去
哪儿了。妈妈告诉他，爸爸出差了，要
很久才回来。”说起战友的故事，田丰
眼眶湿了。

“禁毒民警也是普通人，有悲伤、
有难过，也有迷茫。”田丰说，自己并不

“高大上”，甚至也有软弱和迷茫的时
候，“如果说毒品将人拉入痛苦深渊，
那么禁毒民警，就是凝望深渊的人。”

“你是禁毒警察，纵然有千般不
舍，任务来了也得放下。你是禁毒警
察，纵然面对误会不解，有时也得默默
吞下。但那些脱离毒害重回正轨的人
会证明，那些远离毒品健康生活的家
庭会证明，这一切是有意义的，这样的
工作，你又怎能割舍得下……”这是
2018年国际禁毒日一次宣传活动中，
刚刚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的
田丰，根据自身禁毒工作经历写下的
《在月下——给自己的信》。因工作原
因，他不能亲自登场，便委托现场主持
人朗读。

“毒品一日不绝，我的战斗便一日
不会停止。”田丰说。

禁毒警察田丰14年破获毒品案300多起，查缴毒品以吨计算，他说——

“毒品一日不绝，我的战斗便一日不会停止”
本报记者 周松

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
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
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

“蜀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

国从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
民国时期也曾几次筹划，但延宕至
新中国成立，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
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
不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
同年6月，3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
尽的硝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
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
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
是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
十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成
渝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
钢铁厂制造出来了。道钉、道岔和某

些机器，重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承
担起来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
工具，重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
过去铁路上用的从美国买来的火药，
西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造了。完全
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路，在我国铁路
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
农业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
厂恢复了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
作，贫苦农民通过献卖木料、参加筑
路增加了收入。这使沿线人民更加
热爱自己的铁路，筑路民工更加尽
心地为铁路服务。民工提出口号：

“保证火车不在我做的路基上出事
故！”沿线农民组织起护路队，许多
妇女深更半夜还在线路上护守巡
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的
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
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工业
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蜀道之难大改观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9月8日，
重庆著名艺术家许世虎再次创作的三峡
题材巨幅油画《大美中国——三峡情》
正式完成，并对媒体揭开面纱。

《大美中国——三峡情》高6米、
宽3.8米，是许世虎迄今创作的最高
尺幅的三峡题材油画。整幅画作气势
恢宏、大气磅礴。瞿塘峡、巫峡、西陵
峡、夔门等被艺术化地浓缩在画面中，
沿途两岸奇峰陡立、红叶艳丽。画作
的最高处，桃子峰被处理成金灿灿的
色彩，表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主题；冉冉升起的朝阳寓意着三
峡库区建设的蒸蒸日上。

许世虎1956年生于重庆，现为重
庆市美协副主席、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其水粉画《春天里的歌》被选入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水彩画《紫色的
梦》被人民大会堂收藏。20多年来，
他多次到三峡库区采风。

“每次去三峡，我都能感受到很多
新的东西。三峡可以让我画一辈子。”
许世虎表示，三峡那奔腾的江水，险峻
的山峰，朴实的山民等都一次又一次
地冲击着他的视野，激起他强烈的创
作欲望。《大美中国——三峡情》前后
共画了45天。由于画作太大，许世虎
需要借助升降机才能作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
想用这幅《大美中国——三峡情》来表
达对祖国的礼赞，对祖国大美山河的
歌颂。”许世虎说。

历时45天，作画时借助升降机

巨幅油画《大美中国——三峡情》在渝完成

本报讯 （记者 李珩）“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
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9月8
日清晨，在璧山中铁任之健康城，随
着悠扬的音乐响起，4位神采奕奕的
老艺术家信步走来……这正是中国
文学艺术基金会·老艺术家专项基金
和中铁任之健康城联合发起的《我和
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这4位老艺术家分别是在影片
《刘三姐》中扮演清纯俏皮“刘三姐”
的黄婉秋；在《红日》等众多影片中以

“英雄硬汉”著称的杨在葆；扮演邓小

平同志的特型表演艺术家卢奇；还有
为电影《茜茜公主》《追捕》等多部经
典影片配音而家喻户晓的著名配音
艺术家丁建华。

与他们一同歌唱的还有数百位
少年、长者以及健康城的工作人员，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一边歌
唱《我和我的祖国》，一边向中央聚
拢，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悉，4位老艺术家此次来渝还
将开启为期五天四夜的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在重庆创作反映老年生活的
文艺作品。

“刘三姐”等艺术家在渝快闪
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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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
生 张艺）9月8日晚，作为“向祖国献
礼——重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优秀原创剧目展演”参演剧目之一，
重庆市歌舞团原创舞剧《杜甫》在重庆
大剧院上演。

作为国内首部“诗圣”题材舞剧，
舞剧《杜甫》由重庆市歌舞团联合国内
顶尖创作团队历时一年精心打造，意
象化地讲述和呈现了杜甫颠沛流离的
一生，浓缩了杜甫从宦游、为官到弃官
的全过程。

自2016年 4月首演以来，舞剧
《杜甫》已经演了90余场，其中惠民演
出近30场。该剧结合国家艺术基金
2015年度创作资助项目、2017年度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2018年度滚
动资助项目的实施，历经三年打磨提
升，先后荣获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舞剧奖(实现重庆在该奖项上零的
突破)等多项大奖，今年作为重庆唯一
入选剧目参评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终
评。

“这是我第一次看关于杜甫的舞
剧表演，它把杜甫求学和晚年的生活
都展现了出来，十分的难得。”来自两

江新区的胡先生说。
本次展演活动将持续至11月，全

市共遴选出10台优秀原创剧目，涵盖
川剧、京剧、话剧、歌剧、舞剧、杂技、民

族管弦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9月
份上演的剧目还有：京剧《张露萍》《天
路彩虹》、川剧《江姐》。舞剧《杜甫》还
将走进四川、贵州等地上演。

展演期间，实行惠民低价票政
策。如在高校以外剧场开展的演出，
每场均会安排40%的座位推出惠民
票，票价分别为20元、30元、50元。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原创剧目展演

重庆市歌舞团舞剧《杜甫》惠民演出

舞剧《杜甫》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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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
12日至15日，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9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
由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等主办、渝中
区美术家协会承办的“重庆市美术
作品展”将亮相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6馆，该展区面积达600平方米，将
有80余位艺术家近年创作的100余
幅作品参展。

“展品以国画为主，市民将欣赏
到人物、山水、花鸟题材的画作。此
外，还有少量油画亮相展览。”渝中
区美术家协会主席王明福介绍，一
些艺术家专门创作了主题画作。

王明福的参展作品名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庆日报记
者在作者发来的图片上看到，这幅
作品以青山为主体，满目苍翠的青
山几乎占据了全部画面，让人感受
到自然的雄浑和伟大。“重庆的山水
滋养和哺育了我。”王明福说，创作
这幅作品就是为了表达一名艺术家
对家乡的赞美、对绿水青山的依恋、
点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去年，我在巫溪宁厂古镇写生时，
就被这里淳朴、秀美的山水所震撼。”艺
术家张祖全也将目光聚焦到重庆的壮
美山水，他的参展作品《尘外山水间》描
绘的是历经沧桑的宁厂古镇，“它保
留着原汁原味的巴渝传统民居吊脚
楼，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之感。”

艺术家徐叔林的作品《儿童记
印》将亮相展览，该作品描绘了艺术
家记忆中的儿时娱乐场景。他说：

“我今年71岁了，见证了重庆的发展

变化，城市越来越美、市民生活蒸蒸
日上，一切都和我儿时的场景有着
天壤之别。”

除了欣赏画作，市民还可以在
展览现场和艺术家互动。据悉，将
有7位画家现场作画，如果市民对国
画感兴趣，不妨到现场和画家进行
探讨和交流。该展览从9月12日展
出至9月15日。

用画作向重庆告白 用真情为祖国喝彩

80余位艺术家的百余幅作品
将亮相文博会

参展作品《儿时的记忆》。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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