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滥用止咳水，易上瘾

今年5月1日起，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
(俗称“止咳水”)列入精神药品管理后，即属毒品范
畴。今年5月，罗湖警方根据举报，破获了一宗非法
贩卖“止咳水”的案件，抓获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在
网吧利用微信非法贩卖止咳水给上网人员。

目前滥用止咳水违法行为持续高发。由于止
咳水价格便宜，不法分子一般将目标投向青少年群
体。暑期将至，不少青少年学生处于“脱管”状态，
接触到止咳水的可能性较大，家长们应加强对孩子
行为的关注，发现孩子有乱喝止咳水或者上瘾的，
应及时制止。

针对网友提出“是不是所有的止咳药水都有隐
患”的问题，警方表示，不是所有的“止咳水”都是毒
品，只有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且
人们又滥用了，它才是毒品，谨遵医嘱使用药品是
没有问题的。

——这款“阿拉伯茶”，毒性极强

一款名为“阿拉伯茶”的新型毒品近年来开

始在中国的地下毒品市场交易中蔓延。“阿拉伯
茶”学名叫“恰特草”，产于非洲，这种植物在刚
摘下来新鲜的时候酷似市场上常见的苋菜，吸
毒者可以直接像吃生菜一样嚼食，如果将恰特
草晒干，外形又像茶叶一样，服食后的效果与海
洛因相差无几，毒效惊人且成瘾性大。恰特草
的毒效与海洛因一样，能使吸食者产生兴奋或
产生幻觉。

——袋泡“奶茶”“咖啡”，换成毒品粉末

在一些娱乐场所，大多数人都会放松警惕。而
此时，包装精美的“奶茶”“普洱茶”，就会以假乱真
将其拉入毒品的深渊。这类毒品以粉末状为主要
形态，是一种混合类毒品，大多为冰毒和K粉混合
而成，分别用咖啡袋、茶叶袋包装，仅用开水调和即
可食用。因此出门在外，还是要多留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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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专版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萧公 萧法

“神仙水”“开心粉”“阿拉伯茶”……这一个个充
满神秘色彩的名字，听起来如罂粟花绽放般美丽诱
人，却是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毒品吞噬人类心智，
破坏社会稳定，更是把吸毒者的家庭推入无尽的深
渊。

近年来，我区警方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时发现，
像冰毒、麻古等这类化学合成类新型毒品不断出现
并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2014年，全区共破获涉毒
刑事案件216起，抓获涉毒嫌疑人272名，在为期半
年的百城禁毒会战中，经省市评估，区公安分局会战
成绩列全市第一、全省前列。

本地毒情——
趋于低龄化、复吸率较高

从我区警方通报的数据来看，我区的毒情形势严
峻，全民宣传禁毒刻不容缓！

目前，全区吸毒人员总量较大，绝对数列全市各
区（县市）首位。截至今年3月底，全区在控吸毒人
员总数已达4276人，占全市17.3%。其中，非本地

籍吸毒人员 2320 人，本地籍吸毒人员在册数为
1956人。按国际惯例保守估算，在每一名在控吸毒
人员的背后，潜藏着4至5名左右的隐性吸毒人员，
如果按这个来推算，在萧实有吸毒人员数将达到2
万人左右。

随着全区本地籍吸毒人员的增多，警方还发现在
这个吸毒群体中，45周岁以下的青壮年占90.42%，其
中3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占62.38%。据统计，萧山本
地籍吸毒人员中三年内复吸的比率达到53.27%。

如此庞大的吸毒人员数量，让我区逐渐从一个毒
品的消费地、输入地发展成为毒品的分销地、中转
站、过境地，而且流入的毒品数量越来越大。2011
年，萧山警方缴毒总量为3.3公斤；2014年，缴毒总量
上升为8.7公斤；2015年，仅第一季度就多达23.1公
斤，在这些查处的毒品中，尤以冰毒、麻古等新型合
成毒品为主。

新型毒品——
充当“时尚品”、极具迷惑性

多年以来，由于对海洛因危害铺天盖地的宣
传，很多人都对其退避三舍。但是对于现在的新型

毒品，普遍人的认知并不到位，特别是青少年，容
易误入歧途。“在我办的这些案件中，有很多人想
戒掉毒瘾，但往往事与愿违，其原因就在于冰毒和
麻古的心理成瘾性太大。”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张
军告诉记者。

据介绍，毒品的类型已经经历了三代发展，第
一代传统毒品即“阿片”类毒品，比如鸦片、海洛因
等流行较早的毒品；第二代是合成毒品，主要是指
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常见的有
冰毒、摇头丸、氯胺酮(K粉)；第三代毒品为“新精神
活性物质”，它是一种摄入人体后影响思维、情感、
意志行为甚至意识状态的化学物质，滥用易导致精
神依赖。

警方透露，这些新型合成毒品，已成为一些青少
年、无业闲散人员、个体业主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口中
所谓的“时尚消费品”。如果过量吸食，会对人的中枢
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并且极易导致精神亢
奋、产生妄想症状，具有攻击性，诱发各类肇事肇祸和
个人极端暴力案件。同时，毒品犯罪往往与黄赌、盗
抢、黑恶、涉枪等违法犯罪交织在一起，成为危害一方
的“大毒瘤”，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压力。

加大打击——
遏制毒萌芽、惩防相结合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毒品形势，我区警方以遏制
毒情发展、减少毒品危害为目标，广泛发动，加强协
作，扎实开展禁毒斗争，有效遏制了毒品快速蔓延的
势头。

对于法院而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
运用刑罚惩治毒品犯罪，是参与禁毒斗争的重要手
段。在对毒品犯罪严审严判的同时，区法院坚决贯
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惩罚犯罪与
预防犯罪的双重功能，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
待。对于因吸毒诱发的杀人、伤害、抢劫、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法院施以严厉打
击，用足用好法律武器，决不手软。一般而言，毒
品犯罪案件不适用缓刑，但对于有自首、从犯及犯
罪情节轻微等情节的可考虑适用缓刑，并委托社区
矫正机构对拟适用缓刑的毒品犯罪分子进行审前
调查评估。

邮包寄毒——幕后团伙被摧毁

毒品不禁，社会不可能平安。信息网络的迅速
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与推广，为各种网上毒品犯
罪提供了多样化、高技术的作案工具，如确定交易
信息可用QQ、微信等通讯平台，付款可用网银转账
等。同时，犯罪嫌疑人还可以通过快递员上门取
货，毒品送货上门，实行“人毒分离”“钱货分离”的

“收付两条线”。借助网络实施的毒品犯罪较传统
形式而言，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隐蔽性更强，为毒
品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犯罪手段和作案工具。

今年2月以来，萧山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根据
线索发现，有一个以湖南籍人员骆某和萧山本地籍
人员黄某为首的贩毒团伙长期在萧山城区贩卖毒
品冰毒和麻古。

经过初步调查，一个清晰的售贩构架浮现办案
民警脑海中：骆某从广东购进冰毒和麻古运输至萧
山，然后将毒品贩卖给下线贩毒人员黄某，再经过
黄某贩卖给孔某、俞某、蒋某、魏某、黄某某、陈某等
人，这几个人的销售网络覆盖萧山南片大部分镇。

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毒品数量较大，警方
立即成立专案组，希望将这个贩毒团伙一网打尽。

通过调查，专案组分析出骆某极有可能通过快递将
毒品运送至萧山。民警立即联系萧山区内各快递
公司，终于摸清了该快递的投递地址。

4月26日上午，专案组民警在快递门市部蹲点
守候，终于发现骆某上门取快件，民警立即采取行
动。由于包裹上的信息属于伪造，民警通过假扮取
件人确定骆某为实际收件人，并将其抓获。

骆某落网之后，当日14时许，民警立即赶往黄
某、李某租住在蜀山街道的出租房，当场查获正在
吸食毒品的黄某、李某、魏某。后民警根据事先安
排，在萧山区城厢街道某酒店抓获嫌疑人孔某。

居间介绍——代买毒品亦构罪

2013年 12月 1日晚上，被告人厉某、诸某结
伙，以贩卖毒品牟利为目的，经被告人曹某介绍联
系，由诸某出资，曹某出面在绍兴以6000元的价格
购入甲基苯丙胺约40克。两天后，几名被告人先后
将该批甲基苯丙胺中的19克进行贩卖。

法院审理后认为，几名被告人明知甲基苯丙胺
系毒品仍予以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部分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
照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曹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10000元。被告人厉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被告人诸某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9000元。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
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有证据证
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
食的毒品，数量满足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要求，以
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代购者从中牟利，变
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
罪。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
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
的共犯论处。

本案中，曹某居间介绍代购毒品的行为应以
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主犯、累犯、再犯等主观
恶性大、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一直是刑事审判工
作打击毒品犯罪的重点。曹某在本案中系主犯、
累犯。毒品再犯，系毒品犯罪案中主观恶性大，危
害严重的犯罪分子，故对其不仅施以严厉的刑罚
更剥夺其政治权利和适用高金额的罚金刑，以期
震慑其他毒品犯罪分子。

“美丽诱惑”成心魔 一失足跌入深渊
新型合成毒品伪装更巧妙、危害更大

案情回放：

警方提醒：

最近这几年新型合成毒品在市场上越来越活跃
了，这是因为新型合成毒品具有吸食方便、制作简单
的特点。那么新型毒品都有哪些，下面小编给大家
介绍一下，希望大家对这些毒品能有一定的了解。

冰毒、K粉、麻古、摇头丸等都属于新型毒品，他
们虽说是新型毒品但是危害却一点也不比传统毒品
小。

——冰毒。冰毒对人的中枢神经有极强的兴奋
作用，它能使吸食者产生精力无穷、不易受伤的幻
觉，同时也会减低自我意识能力，导致失去对危机的
警觉性。冰毒会令人产生极强的依赖性。吸食冰毒
能使人判断力失准、重复怪异行为、情绪不稳，产生
幻觉、突如其来的恐慌或被害妄想。主要症状如下：
情绪严重不稳，过度活泼、狂乱、恐慌、容易激动、脑
血管爆裂、引发急性心脏衰竭、睡眠失调、体重不正
常地下降、皮肤受到损害、昏迷，并同时出现精神紊
乱、幻觉、幻听、怪异思想及被害妄想的精神病状
态。严重者会出现狂躁症、自杀及自毁行为。

——K粉。K粉的主要吸食方式为鼻吸或溶于
饮料后饮用，能兴奋心血管，具有一定的精神依赖
性，吸食过量可致死。吸食K粉成瘾后，在毒品的作
用下，吸食者会疯狂摇头，很容易摇断颈椎。同时，
疯狂的摇摆还会造成心力、呼吸衰竭。吸食过量或
长期吸食，可以对心、肺、神经造成致命损伤，对中枢
神经的损伤比冰毒还厉害。

——麻古。麻古是泰语的音译，又名“冰毒片
剂”，其主要成分是冰毒，属苯丙胺类兴奋剂，具有
很强的成瘾性。麻古一般为圆形药丸状片剂，颜
色有红色、绿色、黑色等，以红色居多。麻古服用
后会使人体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极度兴奋，大
量耗尽人的体力和免疫功能。长期服用会导致情
绪低落及疲倦、精神失常，损害心脏、肾和肝，严重
者甚至死亡。

——“摇头丸”。它的外观为圆形、方形、棱形等
片剂，呈白色、灰色、粉色、蓝色、绿色等多种颜色。
并具有强烈的中枢神经兴奋作用，服用后表现为活
动过度、情感冲动、性欲亢进、嗜舞、偏执、妄想、自我
约束力下降以及产生幻觉和暴力倾向。摇头丸有很
强的精神依赖性，使用数次后即可成瘾，过量使用会
产生急性中毒。轻者出现头昏、头痛、心悸、恶心、话
多、易激动、无力、失明、震颤、键反射亢进等症状。
重者出现呕吐、腹疼、腹泻、精神错乱、惊恐不安、心
律不齐、心绞痛、血压升高或降低，慢性中毒可造成
服用者体重减轻、乏力、倦怠、头晕等。严重时可产
生惊厥、脑出血、循环性虚脱、昏迷、死亡。

这些危害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
严重的伤害，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请远离毒品！

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心理发育
时期，单纯无知，有强烈的好奇心
与逆反心理,判别是非能力不强,
抵制毒品侵害心理防线薄弱,对毒
品的危害性和吸毒的违法性缺乏
认识，容易上当受骗，陷入毒品的
万恶深渊。

一是轻信一次不会上瘾
好奇心理促使部分青少年误信

谣言尝试吸毒，轻信新型毒品“不上
瘾，无危害”，但众多吸毒者的亲身

经历是“一日吸毒，长期想毒，终生
戒毒”。

二是“免费午餐”惹的祸
几乎所有吸毒者初次吸食毒品

都是接受了毒贩或其他吸毒人员“免
费”提供的毒品。此后，毒贩再高价
出售毒品给上瘾的青少年。

三是轻信吸毒可以减肥
毒贩经常向青少年吹嘘毒品的

好处，称可以治病，还利用女青年爱
美的心理编造“吸毒可以减肥”之类

的谎言，实际情况是吸毒损害大脑，
摧残意志，影响血液循环和呼吸系统
功能，降低人的免疫能力，引发肝炎、
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是病态的面
黄肌瘦。

四是误以为吸毒为时髦
毒贩们鼓吹“吸毒可以炫耀财

富，现在有钱人都吸毒”“吸毒是时
髦”等错误观念，而部分青少年关注
潮流，追崇时尚，往往会被这些错误
的观念所左右,走上吸毒――社区

戒毒――强制戒毒这条路，不光吸
光家产，也毁掉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五是误认为新型毒品不会上瘾
一些青少年容易被他人诱导，错

误认为吸食新型毒品不会上瘾，对身
体伤害不大，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
念。“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对人
体有很大的危害，需要强调的是，只要
吸食了新型毒品，哪怕只有一口也会
成瘾，只是吸毒成瘾的时间长短存在
个体差异罢了。

新型毒品的种类和危害

青少年如何认识毒品的危害 走出认识的五大误区

◆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
◆不要吸食陌生人提供的香
烟和饮料
◆不要效仿“明星”“大款”的
吸毒行为
◆不要“义气”用事
◆不要盲目追求“时尚”
◆不要滥用药品(减肥药、兴
奋药、镇静药等)

青少年防毒

“六不要”

链接：

海关查获的“阿拉伯茶” 奶茶包装的新型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