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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国成了约死群里的“名人”，也
成了最忙碌的人。 自从儿子胡靖通过约
死群和两个青年相约烧炭自杀去世（本
报 6 月 25 日曾报道），胡建国为了找到
儿子自杀的原因，加入了约死群。
这一个月里每天都有人加他的
QQ，但不是跟他相约自杀，而是找他倾
诉自己为什么要死。 有的人跟他诉苦，
讲述低落的人生； 有的人则很极端，让
他再多管闲事就去自杀；还有的人直接
跟他说:“我欠钱还不起，你包养我吧”。
他成了一个劝生者。 后来他发现约
死群中的劝生者并不只有他一个。 劝生
者们成功率并不低， 仅胡建国一个人，
就在各约死群里成功打消了十多人的
自杀念头， 成功率至少达到三分之一，
同时他还将四个已经实施自杀行为的
人救了回来。
因为约死群中大多数人都不想死。

无法摆脱自责曾想过放弃
胡靖 5 月 26 日约上 网 友 烧 炭 自
杀。 虽然胡建国认为腾讯对约死群的监
管有责任， 但他无法摆脱作为父亲的自
责，他想知道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46 岁的胡建国以前从来不玩 QQ，
但为了进入约死群，他一点点学着用。
胡建国找到了那个跟儿子一起约
死但中途退出的网友“前度”。“前度”知
道胡建国找上他，非常害怕，连续问他：
你会告我吗？“前度”告诉胡建国，自己
有抑郁症，所以想死，但又怕死，尤其是
怕父母伤心，最终他没有和胡靖一起自
杀。 而如果胡建国告他，他就会自杀。
7 月 5 日，胡建国在“前度”的推荐
下，用儿子的账号登录 QQ，加入了约死
群，探究儿子自杀的背后原因。 当头像
被点亮，群里的人都以为见鬼了。
在这个群里，胡建国见到很多和儿
子一样随时准备赴死的人。 胡建国总结
他们为以下几类：“无知者、 贫困者、感
情受挫者、绝症患者、抑郁症患者，还有
人是赌博、网贷欠钱的”。
在这个灰暗的网络世界里，胡建国
觉得心情压抑， 他曾经在里面说一些正
能量的话， 还把朋友拉进来帮他“
壮声
势”，但马上被群里的人攻击，有人还故
意用胡靖的事情质问他。无奈之下，胡建
国只能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了这个拥有
400 多人的名为
“
煌川水”的约死群。
在约死群里还不到三天时，看着每
天都是“
99+”的聊天记录，胡建国觉得
“我决
很无助。 他告诉《法制晚报》记者：
定放弃一切诉求，身心俱疲，感觉一切
都很苍白、无助，也看到了个人的渺小。
就让他们自己做主，随风而去吧。 ”

警方封群救人带来安慰和鼓励
胡建国自己说放下， 但是他发现，
进入了约死群，就无法放下。 因为他无
法看着一个个年轻的面孔从自己眼前
走入死界的大门。
就在胡建国报警后的第二天下午，
“煌川水”群被封。 胡建国觉得这应该是
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后的结果，这让他
有了一丝安慰。
7 月 9 日， 胡建国在一个群里发现
有三个年轻人相约到湖南自杀，其中一
个人已经准备好了炭、 胶带和安眠药，
为了向另外两个人表达诚意，还将手机
号发到了群里。 胡建国向湖南警方报
警，警方通过手机号找到了这三个年轻
人，将他们从死界的大门前拉了回来。
警方的两次行动，让胡建国的心里
产生了丝丝暖意，至少他觉得，社会不
是对这类事情不闻不问。 而成功地救回
了三个年轻人的生命， 挽救了三个家
庭，这些都让胡建国开始意识到，自己
在约死群中还有更重大的意义。
他开始一个个地通过添加好友的
请求，一个个地跟这些人聊天。 这个时
候他发现， 其实约死群里的很多人，根
本
“没必要死”，他们需要的只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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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自杀后父亲进约死群
起底“死群不死”背后原因 群主建“全员禁言群”留住群友便于建新群
欠 3 万想死被劝后打工还钱
一个 23 岁的小伙子，欠了支付宝
3 万多块钱，因为支付宝打电话说要报
警讨债，于是他便在约死群约死。 胡建
国想劝他， 但他用质问的语气作为对
话的开场白：“你就只知道赚钱， 连儿
子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用？ ”
对于儿子的事，胡建国只得叹气。
他告诉小伙子，为了 3 万块钱自杀，不
值得，找一份工作，每个月还两三千块
钱，有一年半载也就还上了。 而小伙子
欠钱了就没心情工作”。
则告诉他“
后来的几天， 胡建国经常主动给
小伙子发信息，谈一些生活琐事。 有一
天，小伙子突然说：“我要找工作了，能
不能给我 20 块钱复印照片和简历。 ”
胡建国不会用 QQ 转账， 于是两
人加了微信， 小伙子改口叫了他一声
叔叔。 几天后，他告诉胡建国，自己已
经在工厂上班了，不再关注约死群，现
在就一门心思想着挣钱把欠款还上。
这段时间加胡建国好友的有 80 多
人，有的人他能一聊聊到后半夜，连续三
四个小时， 有的人则非常极端：
“
你要是
再劝我，我就去找你，当着你面自杀。 ”
“太耗费精力了，但是想着他们也
是一条条生命啊， 能救一个是一个
吧。 ”为了劝这些年轻人走出困境，鼓
励他们重拾信心走向社会， 胡建国给
不少人打过钱，一个月开销达数千元。

胡建国
整理儿子遗
物时发现胡
靖曾购买有
关 生命的书
籍，这让他感
到没有更多
关注儿子的
内心，产生深
深的自责

约死群里的劝生者不止一个
湖南三个烧炭自杀的青年并不是
胡建国救下的唯一案例，7 月 23 日，有
两个青年相约在山西大同烧炭， 其中
一个人留下了手机号， 另一个人则爽
约了。 留下手机号的这个青年独自实
施了烧炭行动。 好在胡建国通过朋友
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 民警马上找到
了这位自杀青年， 经过民警的批评教
育，他也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其实约死群里的很多人都是这
样，稍微有一个正向的引导，他们就会
清醒过来。”胡建国说，7 月 23 日，另有
一个青年在湖南郴州某宾馆烧炭 自
杀，结果烟味太大被宾馆服务员发现，
他被赶出了宾馆。 胡建国事后和这个
青年聊天，也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
这时候， 胡建国又想到了自己的
儿子，“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能跟胡靖聊
聊，可能他就不会做傻事。 ”
有一天， 胡建国收到了一名网友
给他的截图， 截图中， 胡靖正在教给
“前度”烧炭自杀的方法，这让胡建国
很诧异，“我儿子跟一个导师一样，在
教别人怎么自杀， 这些方法他又是从

哪儿学会的？ ”
发截图的是另一个劝生者李俊
华， 他曾经在一个约死群里看到胡靖
发言的截图， 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胡
靖会这么快就去自杀，“他当时并没有
约死的迹象，后来报道出来，我还很奇
怪，怎么好端端的就死了”。
胡建国劝生是因为感同身受，而
劝生者李俊华的情况其实更像是一名
约死者。 这个学习中医的大学生因为
网络赌博欠了 130 多万， 书念不下去
了。 他在 QQ 里认识了一个计划去西
双版纳找有毒植物自杀的女网友，被
她拉进了约死群。 他发现约死群里很
多人的情况，其实比他自己要好很多，
完全
“
没必要死”。
一名 29 岁广东仔，因为赌博欠了
28 万， 便要约上李俊华一起到三亚跳
崖。 李俊华还记得他一下飞机时那种
“期盼”的眼神，“他急切地问我，咱们
要去哪儿（死）？ ”
李俊华告诉广东仔，28 万的赌资
跟他本人 130 万的欠款相比， 只是个
零头。 李俊华说，
“
我都没有去死，你为

什么要去死？ ”
李俊华鼓励他把事情跟家人坦
白，得到家人的帮助。“他很在乎他妈
妈。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以为死了就一
了百了，讨债公司会去找你妈妈，所以
你最起码要在死之前把钱还清。 ”
听了这些， 广东仔将赌博的事情
告诉了妈妈， 第二天他就接到了妈妈
的电话，妈妈不仅原谅了他，还帮助他
还上了这笔赌资。 而他也从约死群里
退了出来， 找到了工作开始了新的生
活。“他很感谢我，我们成了朋友，他还
邀请我去他家玩。 ”李俊华说。
李俊华告诉记者， 他本身是学医
的，学的就是治病救人的道理，虽然他
现在还无法成为一名医生， 但自己劝
生的行为同样是在治病救人。
几乎每个约死群里都会有一两个
劝生者，而这些劝生者，有的就跟胡建
国一样，因为有家人约死的经历，他们
无法眼睁睁地看着相同的悲剧发生。
王珂也是一位劝生者，他告诉胡建国，
自己的弟弟也是相约自杀的， 于是他
进群劝生。

不知自杀地点电话 无法救人只能一声叹息
这些劝生者在约死群里似乎有着天
然的共鸣，在群里说一两句正能量的话，
马上就会互相认识起来。 如果遇到一些
突发状况，他们也会互相商量办法。
根据约死群里传来的消息，7 月 18
日，两名青年男女在深圳烧炭自杀（媒
体已报道证实）；7 月 24 日， 湖南又有
两名青年烧炭自杀。 这两次胡建国和王
珂都无能为力，他俩当时看到了群里的
言论，私信里也商讨过怎么办，但不知
道具体实施的地点、参与人员的姓名和
手机号，是没法救的。
前几天， 群里有消息说四个青年
携手从宾馆跳楼自杀， 李俊华曾与其

中的两人见过面，但劝生效果不佳，如
今心里倍感遗憾。 其中一个网名为
“阿
K”的 20 岁女生，令他记忆深刻。
“那个女生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
跟男朋友分手，但男朋友很爱她，还去
专门找过她。 ”李俊华说，当时他正在
海口，那个女生来找他，他开导了那个
女生， 还帮助那个女生联系了她的男
朋友。 李俊华就向那个女生强调一点：
你不要总待在那个群里， 不然你不会
有好下场的。
李俊华见过的另一个人网名为
“
深
海的鱼”。 他家里很有钱，但自己却觉得
28 岁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 于是就

出现了抑郁。 他多次尝试自杀，一开始
想去三亚跳崖，没有胆量，后来尝试汽
车尾气， 结果停在路上的车还被撞坏
了，也没有死成。 李俊华劝过他很多次，
但
“
深海的鱼”很偏激，根本不听。
最近几天， 另一个跳楼自杀的网
友的父亲登录 QQ 来到约死群， 他也
像胡建国一样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到底
是怎么走上绝路的。
而胡建国现在每次劝生失败，听
到自杀死亡的消息时， 都会发出一声
叹息，“这是一个生命啊， 可以想象家
人见到他时的那个场景。 我都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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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撕心裂肺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