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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传销的日子
每到过年，他都告诉家人自

己在外地开物流站，“年底脱不
开身”。在他身处的行业里，这叫

“善意的谎言”，那时他有个坚定
的梦想，把业绩做好，“两至三年
月入百万元”。

有人提醒他，加入的可能是
传销。老样当时反感这种说法，
他相信自己是幸运的人，“挣大
钱的机会永远都属于少数人”。

在“行业”的5年里，老样几乎
用尽了所有力气，最后月入只有
500元，并且欠了两万多元的债。

他甚至没有参加弟弟的婚
礼，也没有出份子钱。这成为婚
宴席间的笑谈，弟弟告诉他，“以
后就当没有这个哥哥”。

为了扩大业绩，他“邀请”了
最好的哥们儿加入自己的团队。
几个邻居，甚至邻居的亲戚也接
到过他忽然打来的电话，听他在
寒暄中不经意间透露出的能赚
大钱的工作机会。

他逐渐用尽了所有的资源，
从一个基层的“业务员”，做到了

“平台经理”。但他却觉得“行业”
越来越难，没办法发展更多的

“网下”，也收不到提成，到最后
只能靠借钱维持日常生活。

去年4月，老样终于相信了
自己从事的“直销行业”，其实就
是传销。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
他找到自己的“网下”，告诉他们

“行业”里的一切都是骗局，然后
安排他们离开。他拉黑了所有

“上线领导”，不想跟传销再沾上
半点关系。

“就像做了场5年的大梦。”
老样苦笑着说。如今他在网上

“连载”自己的传销经历，简介变
成了“反传销志愿者”。

重返“真实的生活”。

5年与世隔绝的环境，已经
让他荒废了自己的专业。简历上
他的毕业院校是武汉一所著名
大学，但这没有为他换回任何一
份工作。

后来他和两个从传销里出
来的朋友一起，当上了外卖骑
手。刚开始送外卖时，因为不熟
悉路线，他经常因为超时被客户
投诉。那时他电动车骑得也不熟
练，一个星期下来，身上摔得全
是大大小小的伤疤。

老样说刚从传销出来那段
时间，是他最迷茫、最孤独的时
期，“感觉浪费了自己最好的5
年，与社会脱了节。”

他一直回避关于传销的一
切，但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他和
那两个介绍他当骑手的朋友合
租，每天下班回家，三个人都会打
开电视，看一会儿后拿出手机，一
起低下头玩一会儿游戏。

“3个人共同的经历就是传
销，而且前几年的全部生活都只
有传销。”老样说他和室友间有
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家都不
会提传销的事”。只不过，老样说
他和室友偶然间眼神碰撞时，双
方都能读懂对方的心事。

老样的其中一个室友晓军
坦言，传销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包
袱。“我在(传销)里面变得一无所
有，整天骗人演戏都演累了，也
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

开始送外卖后，老样为了提

高送餐速度，高峰期8层以下他
全部步行上楼。有一次为了赶时
间，他一口气爬到20层，到客户
门前时直接瘫坐在地上。他买了
两辆二手电动车，每天轮换骑。
最忙的一天，他骑了120多公里，
爬了50多层楼。

2017年12月底的一天，武汉
下着小雨，气温只有5摄氏度。他
买的加绒衣服还没到，夹着雨水
的冷风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
那天外卖订单很多，老样上午9
点出门，一直送到晚上9点才回
家。微信运动里显示，他那天走
了2 . 6万步。他躺在客厅的沙发
上，觉得自己的2017年“过得太累
太憋屈”。

他拿出手机，在自己经常发
状态的自媒体号上打下了“我的
2017”几个字。在文章里，老样第
一次公布自己的传销经历。他说
自己最后一次坐上之前坐过无
数次的三河市930路公交车，看
着路边熟悉的建筑，想起几年来
在这趟公交车上接到新人时的
兴奋，“心里只有凄凉”。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文章
竟然被推荐到了首页。很多人给
他私信，有不少都是传销的受害
者，他们佩服老样的胆量，惊叹
老样把自己的传销经历说出来。

“我们也有共鸣，就是感觉
现在出来真好。现在再苦再累过
的也是真实的生活，之前的生活
都是自己的想象、构建出来的，
都是假的。”

现在，每天除了送外卖，老
样要花大约3个小时写自己的传
销经历。他记得自己从没提过，
却无比清晰的细节。只有来新人
时才可以吃到的“12元一只的鸭
子”，领导在饭桌上讲过的无聊
笑话，甚至银川或者三河传销窝
点旁的某一个小商贩的名字，他
都记录下来。

我的青春都在那里

写出自己的传销经历后，老
样和他两个室友的关系也发生
了变化。

“现在我们经常开在传销时
的玩笑，感觉那时很搞笑。”老样
笑着说，有时他写文章时忽然想
不起来什么，就会问他的室友，

“大家不会再藏着掖着”。“那毕
竟是我奋斗过的地方，也是我全
心全意付出的地方。”老样感叹，
他说自己甚至有些怀念在传销
的日子，“我的青春、恋爱，和所
有的激情都在那里。”

即使已经离开，传销的印记
还是烙在了他的身上。他谈话时
仍然会不觉间像在传销里时一
样滔滔不绝，也喜欢在传销里的
集体生活。

加入传销组织前，老样是一
个沉默内向的人。后来为了欺骗
更多的人进来，他不断锻炼自己
的胆量和口才。当年老样有3个

“网下”的时候，领导塞给了他一
本“发展课”的资料。“那份资料连
续不停地讲，也要讲6个小时。”为
了掌握好，老样每天除了吃饭睡
觉都在背诵，“比上学时都努力，
硬把资料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没有回家过年的5年

每到春节，上级就会告诉老
样，“本来在‘地铺’也没几年，待
下来跟兄弟姐妹们一起过个年，
等你成功了想什么时候回家就
什么时候回。”因此在传销的5年
间，他没有一次回家过年。

老样记得2013年的除夕，下
午警察忽然进来，抄了他们的寝
室，逼他们回家。他说当时自己
完全能忍受这些，他觉得这只是
些“负面”，是自己成功路上的一
种阻力，只会让他更加坚定。但
是到了晚上12点钟左右，外面突
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老
样说他从没像那天那样想过父
母。那年他弟弟有事没有回家过
年，只有父母两人在家。他拨通
了妈妈的电话，他说自己也不知
道为什么，话说到一半他就在电
话这边嚎啕大哭了。

最终促使老样离开传销的，
是他一直推崇的“全心全意的投
入状态”。

那时他的女朋友也在传销
里，她跟了一个新领导后，“忽然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老样的女
朋友很快成了团队里的榜样，

“所有领导都夸她优秀，说我影
响了她发展。”

女友也开始找各种理由冷
落他，他无法忍受女朋友对自己
的态度，找到她的领导理论，结
果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老样
因此被团队勒令“回家反省3个
月”，他回到武汉，在老同学那里
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

正是在那3个月间，老样忽然
发现自己之前一直身处在一个

“虚假的世界”。在传销之外，所有
人都是脚踏实地的，没有那么多
挂在嘴边的梦想。他仔细分析了
传销的逻辑，发现它是个彻头彻
尾的骗局，“根本赚不到钱”。

他也清楚了，自己珍惜的那
些传销里的真情、温暖，是建立
在虚假之上的。现在他会忍不住
怀念那种兄弟姐妹间的真挚感
情，即使它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他把这些虚假的生活陆续
写出来，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

给他留言的网友也越来越
多，有的带着疑虑，向老样描述
自己的遭遇；有的直接向老样求
助，说自己的亲人被传销控制，
问老样该如何解救。

在他协助下解救出来的第
一个受害者，是从厦门被骗到了
银川。那是老样“梦想”开始的
地方。受害者跟他描述自己的
遭遇，老样说他像看到了另一
个自己。 据《中国青年报》

汽车在弯曲的山路上停稳后，老样终于到家了。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此前这个
湖南小伙辗转于宁夏银川和河北三河，在泡沫垫子拼成的地铺上潦草地过了5个除夕。

老样从传销出来后当上了

外卖骑手。

3月3日中午，钱仁风的婚
礼在丈夫老家、四川泸州市叙
永县举行。

丈夫姓白，在广州工作。
“在这边呆一个星期，就要回
到广州去了。”钱仁风说，自己
目前在广州一家国企做宿舍
管理员，每月高时收入3000元
左右，“比较稳定”。

由于丈夫的父母都在广州
工作，所以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会定居在广州。“回到社会
快3年，生活中还是会遇到一些
困难，但好在新生活开始了。”

钱仁风的丈夫透露，自己
一名亲戚与钱仁风熟识，并在
两年半前，即钱仁风出狱不
久，对双方进行介绍，“交往超
过2年，前年和去年都去过她
家。”其表示，自己此前对钱仁
风的遭遇并不了解，认识后开
始通过网络关注，“她受了很
多磨难，苦了这么多年，要好
好对她。”

2002 年 2 月 22 日，云南昭
通巧家一家幼儿园内，一名 2
岁幼儿因摄入“毒鼠强”抢救
无效死亡，另两名幼儿住院治
疗。案发后，在园内打工的保
姆钱仁风被认为有重大作案
嫌疑。同年，昭通市中院以投
放危险物质罪，判处钱仁风无
期徒刑。

钱仁风上诉后，云南省高
院于2002年12月作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此
后，钱仁风又向云南省检察院
提出申诉。

在狱中，钱仁风坚称无
罪，不断申诉。检方复查发现，
钱仁风案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2015年9月，钱仁风案获得
云南省高院再审，年底，法院
宣判钱仁风无罪，钱仁风被当
庭释放。

2016年8月，云南省高院作
出决定，向钱仁风支付172 . 3万
元国家赔偿。

钱仁风的新生活正在开始。3月3日，她的婚礼在丈夫老家
四川叙永县举行。

2002年，一起发生在云南巧家县的幼儿园投毒案，导致幼儿
园保姆、时年17岁的钱仁风入狱超过13年。此后，她被法院宣判
无罪，并获得172 . 3万元国家赔偿。

钱仁风告诉记者，由于丈夫全家和自己都在广州打工，因
此不久后，夫妻两人将返回广州工作。

钱仁风的新生活
云南巧家投毒案蒙冤者举行婚礼

婚礼

“适应力”

服刑近 14 年，钱仁风从 17
岁到年过而立。在好心人牵线
搭桥下，她来到广州一家工厂
打工，负责管理宿舍、打扫卫
生、收发物资。

她每天都起得很早，管理
职工宿舍区，在厨房库房分发
物资。工作琐碎繁杂，一周休
一天。

职工宿舍房间64、电视机
72、空调92、宿舍柜子84、桌子
131、椅子158……钱仁风仔细
数完宿舍区所有物件个数，记
在纸上。“我怕别人问起来，也
好回答。”钱仁风说。

广州是三十多年来，她去的
最远的地方。“刚来那天，觉得楼
高路宽，但这么大城市怎么就没

人呢？原来我走的是高速路。”
2个小时内，钱仁风喝了6

杯水，这是她在狱中养成的习
惯。情绪低落时，她一天都不
吃饭，只喝水。

后勤工作并不是钱仁风
擅长的事情，以她在狱中练就
的缝纫功底，可以胜任纺织厂
的工作、拿更高的薪水。“可我
真的不想了，一看到做衣服就
想吐。”

出狱后10个月的钱仁风，
展现出一个成年女子的适应
力，熟悉手机、电脑、网络及日
常生活。人群中，她没什么特
别。可突然一句提问，依然可
以显露出她十几年中的脱节：
雾霾？那是什么？

“新生活”

与社会脱节多年，钱仁风
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

刚进厂时，她停不下来，
下班后还在做事，进厨房把不
是自己的事情揽过来做。她急
于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

守纪律、太过于正直，有时
不够通融。这是多位工友对钱
仁风的评价。前去各个宿舍抄
电表水表，钱仁风看到谁的寝
室没收拾规整，就用手机拍了
图，直接发到公司微信大群。

刚开始，她并不适应广州的
气候，总觉得过分潮闷。在当地
人俗称的返南天里，钱仁风惊讶
没下雨，地上也蒙着一片水。

也有人劝钱仁风回云南
老家。

去广州前，她的代理律师
杨柱就帮她设计人生道路：在
昆明买套房子，以后开出租车。

钱仁风并不想在昆明生
活，“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开
始”。可随着父亲年事渐高，钱

仁风想把十几年里相欠的父
女情补回来。她进退难定，“只
要不在云南，其他近一些的地
方也可以。”

10多年青春一晃而过，她
自卑地在意自己的年龄。

2016年10月，两人一间的
寝室，钱仁风打扫的整洁清
爽。粉色枕头、紫色床单，还有
只一米高的黄色毛绒熊。“这
是我男友在网上买的”，钱仁
风羞涩地笑了，这是她鲜有显
露笑容的时候。

父亲想让她快点成家，在
普遍25岁前就结婚生子的村镇
上，钱仁风的年龄已经超出太
多。“现在好害怕一下子进入
婚姻生活，可身边人都希望我
赶快结婚。”钱仁风有时在想，
如果没有入狱，她应该会谈场
多年的恋爱。

如今，恋爱两年后，钱仁
风和丈夫举行了婚礼，他们的
新生活正在开始。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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