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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值得

高度警惕。所谓新型毒品，是相对于鸦片、海洛因这一

类传统毒品而言的。樟树市6·26服务中心负责人侯婧

介绍，新型毒品即第三代毒品，是指吸食的毒品主要是

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实验室毒品。不法分子经常将

新型毒品伪装成人们常见的食物、饮料等，常见的新型

毒品有“阿拉伯茶”“小树枝”“卡哇潮饮”“开心水”“彩

虹烟”“咖啡包”“跳跳糖”“邮票”“紫水”“蓝精灵”等，目

前出现的“上头电子烟”也是新型毒品。

面对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我们该如何防范

呢？侯婧说，首先要认真学习禁毒知识，了解什么是

毒品，认清毒品危害，学会防范和拒绝毒品。其次，不

随便接受陌生人给的食物、饮品、香烟等，离开视线

一段时间的饮品、食物最好不要再食用。另外，娱

乐、狂欢、宣泄要有节制，尽量不进入治安复杂的歌

舞娱乐休闲场所，不要因一时兴起而追悔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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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大眼睛拒毒品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我是一名禁毒警察，不方便出镜，不拍照可以

吗？”6 月 23 日，记者和资溪县公安局禁毒警察葛冰一

见面，他就带着歉意笑着说，“在大家的印象中，犯罪

嫌疑人出镜需要打马赛克，没想到我们禁毒警察也是

这样吧？”

6 年前，葛冰加入了禁毒警察队伍。他告诉记

者，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是自己的梦想，但没想到会成

为一名专与毒品打交道的警察。

葛冰坦言，禁毒警察的工作，有其特有的复杂性

和危险性，是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牺牲最大的警种之

一。禁毒警察的对手是狡猾且危险的毒贩，工作犹如

在刀尖上行走。

有一次，葛冰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县城一处酒

店贩毒，他和同事立刻赶往现场抓捕。当时，有一个

毒贩为了逃避抓捕，直接从二楼阳台往对面车库顶的

平台跳。为了抓住这个毒贩，葛冰顾不上危险，跟着

毒贩跳了下去。

“不能退缩，一定要将毒贩抓获归案。”正是凭着

这股狠劲，葛冰和同事一起捣毁了一个又一个毒窝，

捕获了一个又一个毒贩。从事禁毒工作以来，由葛冰

主办或参与侦办的毒品案件有 31起，抓获毒贩 48人，

有效震慑了资溪县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葛冰不仅抓毒贩有一套，还善于给吸毒人员“解

毒”。葛冰告诉记者，毒品千万不能碰，很多人以贩养

吸，最后妻离子散，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在禁毒工作

中，葛冰发现，有一部分吸毒者，第一次吸毒只是因为

好奇，抱着试试好玩的心态，染上毒瘾；有一部分人是

因为交友不慎，融入不良圈子，看到别人吸，自己也跟

着吸；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精神压力大，错误地认

为吸毒能减压，不料一失足，终身悔恨。

“但是，我们不应该歧视吸毒人员，他们不应该被

社会抛弃。”葛冰告诉记者，为了帮助吸毒人员坚定戒

毒决心，不接触，不复吸，用健康行为抵御毒品的侵

害，他和同事组建了以社区为单位，以禁毒警察、社区

网格员、党员志愿者为成员的关爱帮扶小组，创新落

实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自帮扶小组成立

以来，已经帮助 50 余名吸毒人员戒毒成功，让他们回

归正常生活轨道。

“他们定期为我体检，经常上门对我进行心理辅

导，还牵线搭桥帮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戒毒成

功的付某谈及葛冰的帮助，言语间充满了感激，“如果

不是他们关心我、鼓励我，我可能现在还在毒品深渊

里出不来。”

凭借饱满的工作热情，善于“解毒”的本领，葛冰

先后获得资溪县公安局、抚州市公安局嘉奖各一次。

“吸毒者不仅毁了自己，也让身后无数个家庭支

离破碎。”葛冰说，“作为一名禁毒警察，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天下无毒。”

“我宣誓，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暑假将至，萍乡

市禁毒科普教育馆传来响亮的宣誓声，萍乡市禁毒志

愿者协会会长段华胜正带领当地中小学生宣誓拒毒。

2014 年 3 月，时年 73 岁的段华胜与萍乡市戒毒

矫治跟踪工作服务站合作，成立了段华胜禁毒戒毒工

作室，开展亲情帮教工作，为戒毒人员与他们的亲属

搭建连心桥；开通戒毒服务热线，接受解戒回归社会

人员的求助。

2015 年 3 月，段华胜发起成立了萍乡市禁毒志愿

者协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萍

乡市有 1.5万人、556家爱心企业加入协会。

“戒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同时也是病

人，对待他们，要用爱心去呵护、用真情去感化。”段华

胜说，他希望自己像一个摆渡人，将失足的吸毒人员

搭救上船，带他们渡向彼岸，开始新的生活。

辖区青年王某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解戒回家

后，家人与他断绝了关系，王某开始自暴自弃。得知

情况后，段华胜到王某家中进行家访，像亲人一样嘘

寒问暖，先后多次自掏腰包为他送去生活必需品。日

复一日，王某终于重拾生活信心，不但没有复吸，还成

了家，真正回归了社会。

为开展禁毒宣讲活动，段华胜踏遍萍乡市每个县

（区）的中小学校。他不仅走出了萍乡，还走出了江

西，应邀到湖南衡阳强戒所和河北秦皇岛市民族学校

宣讲。为了增强禁毒宣讲效果，段华胜自编自唱 20
多首禁毒歌曲，深受群众喜爱。

有一次，段华胜正在医院看病，突然接到一名受助

对象母亲的紧急求助电话：“又有人来我家，叫我儿子去

吸毒，我真的好无奈！”段华胜二话不说直奔受助对象家

里，耐心向他讲解复吸的后果，最终阻止了这名受助对

象外出。直到次日凌晨，段华胜才返回医院继续看病。

2015 年以来，萍乡市禁毒志愿者协会探索“戒

毒+帮扶+就业”全链条帮扶模式，分类指导、分批培

训，帮扶、帮教涉毒人员。协会通过举办年会、慈善义

拍等方式筹得善款反哺禁毒公益事业，共开展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 615 场次，受众 40.5 万人次，帮扶帮教涉

毒人员 978人，安排 326名戒毒康复人员再就业。

段华胜的事迹为越来越多人知晓。真实记录段

华胜禁毒志愿工作和生活片段的《情暖人间苦也甜》

获全国禁毒微视频优秀奖。以段华胜为原型拍摄的

全国首部禁毒帮扶帮教题材电影《带你归家》，2019
年 11月 15日在萍乡首映。段华胜先后获得全国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优秀校外辅导员、全国禁

毒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好人、省禁毒先锋等称号。

煤气灶、铝蒸锅、反应釜；“跳跳糖”“开心水”“聪

明药”……在新余市首家农村禁毒教育基地——分宜

县湖泽镇禁毒教育基地展厅内，摆放着一排排特殊的

展品，这是该镇为帮助村民识别毒品而专门设置的制

毒工具和仿真毒品展示专柜。

“儿子，今天我在镇上的禁毒教育基地看到许多

吸毒害人的事例，你在外打工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

要沾上这害人的东西……”6 月 20 日下午，湖泽镇水

川村村民龚大爷刚参观完禁毒教育基地，就给在外务

工的儿子打电话。

得益于湖泽镇禁毒教育基地的设立，在湖泽镇，禁

毒意识增强的村民越来越多。在这里，村民可以更加

立体、直观、全面地学习了解有关禁毒的法律法规和防

毒、识毒常识，提高拒毒能力的同时，还向家人朋友宣

传禁毒知识。“以前只听说过毒品，今天看到这些仿真

毒品后，我对毒品有了更直接的了解。”湖泽镇闹洲村

村民黄阿姨准备等放暑假后，带外孙来接受禁毒教育。

“看起来和奶茶、可乐、巧克力一样的食品饮料，

没想到居然是毒品！”“新型毒品太可怕了，我们一定

要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日前，一堂别开生面

的主题班会在分宜县第六中学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基地内召开。校长欧阳梅生告诉记者，该校近 4500
名学生都来自农村，其中有 1800 余名留守儿童。“许

多留守儿童对毒品缺乏了解，加之缺少父母陪伴，一

不小心就有可能误入歧途。”欧阳梅生说，“因此，学校

携手县禁毒委员会打造了校内毒品预防教育基地，让

毒品的危害看得见。通过定期

组织学生到此接受教育，不断强

化他们的禁毒拒毒意识。”

分宜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

队长侯小生说，禁毒教育十分重

要，尤其是青少年，社会阅历浅、

防范意识较弱，是一些不法分子瞄

准的对象。因此，对学生加强毒品

预防宣传教育，非常必要。

此外，根据村民白天要务农的实

际情况，分宜县公安局于去年 5 月开

设乡村禁毒夜校，民警深入全县 11 个

乡镇，对村民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现场讲解、展示仿真毒品模具、发

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为村民普及禁毒知

识。截至目前，共开展宣讲 33场，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 7000余份，解答群众问题 500
余人次，受教育群众8000余人。

农村禁毒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基地的打造，是分宜县开辟禁毒新阵地、

延伸新触角、打通禁毒宣传“最后一公里”的缩

影。近年来，分宜县多措并举，不断拓展禁毒宣

传渠道，通过打造禁毒主题公园、成立外卖骑手禁

毒宣传小分队、送戏下乡等方式，构建覆盖城乡的

防毒禁毒体系，把禁毒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从被宜春市禁毒委员会挂牌整治，到获评宜春市

2021 年度禁毒工作先进单位，短短一年，樟树市大桥

街道为何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日前，记者来到这里，

探访背后的原因。

大桥街道位于樟树市东北部的城乡接合部。据宜

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程雪清介绍，2020 年 5 月

13日，该街道因禁毒工作软硬件设施条件较差，存在禁

毒人员、经费、办公场所和工作机制不到位，且对辖区

吸毒人员管控存在漏洞隐患等问题，被宜春市禁毒委

员会给予重点关注级别的挂牌整治，整治期限为一年。

整治期间，大桥街道相关部门知耻而后勇，针对

存在的问题全力整改，逐条落实到位，禁毒工作很快

取得成效。其中，彭泽村的改变尤为突出。该村党支

部书记何菊平告诉记者，彭泽村部分村民深受毒品侵

害。2012 年，时年 23 岁的村民熊某经过努力，成为一

名知名品牌空调的县级独家代理商，生意做得顺风顺

水，小家庭幸福和睦，然而就在此时熊某沾染上了毒

品。一次，他吸毒后产生幻觉，驾驶汽车发生车祸，导

致车毁人亡，给家人带来永远的伤痛。20多岁的村民

皮某在 2019 年染上毒瘾后，妻子经常跟他闹离婚，无

心照看年幼的孩子。

痛定思痛。2021 年，彭泽村通过召开村民大会，

正式将禁毒纳入村规民约，明确“村民举报涉毒人员，

经查验属实的予以奖励”“有吸毒史人员，外出务工必

须接受行前禁毒警示教育，签订禁毒责任状”“租赁房

屋给外地人员，必须于当日内到村委会登记，并签订

禁毒承诺书”等。

“吸毒害人害己害家庭，要是家里有人涉毒，传出

去在村里没脸见人。”村民熊先生称，这是全村村民的

共识。自从将禁毒纳入村规民约，彭泽村再也没有增

加一名吸毒人员，有吸毒史人员也成功戒断毒瘾，很

快成为“无毒村”。

樟树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陈永平称，彭泽村

将禁毒纳入村规民约，让涉毒人员在受到法律制裁的

同时，受到村规民约的约束和公共道德谴责，增加了涉

毒人员的违法成本，从而取得较好的禁毒效果。

据了解，樟树市禁毒办已将彭泽村的禁毒经验向

大桥街道全部村庄（社区）推广，全面开启毒品治理与

村规民约相结合的乡村禁毒工作新模式。目前，大桥街

道吸毒管控人数从136人下降至23人，复吸率为零。

认清危害筑防线
侯艺松

“带你归家”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胡 倩

刀尖上行走护安宁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村规民约凝聚力量
本报记者 付 强 实习生 胡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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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不仅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还是破坏社会和谐安定的毒瘤。近年来，随着毒品犯罪呈现出信息化、
智能化特点，隐蔽性更强，加之新型毒品不断出现，给禁毒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今年6月26日是第三十五
个国际禁毒日，主题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进一步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提高公民识毒、防毒、拒毒能
力，调动、激发社会各界参与禁毒斗争，本报记者走近禁毒民警、禁毒志愿者，走进禁毒基地、禁毒先进村，为
读者带来关于禁毒的故事。

萍乡市禁毒志愿协会会长段华胜带领学生宣誓远离毒品萍乡市禁毒志愿协会会长段华胜带领学生宣誓远离毒品。。通讯员通讯员 杨定全摄杨定全摄

在分宜禁毒主题公园内在分宜禁毒主题公园内，，民警向民警向

学生介绍毒品危害学生介绍毒品危害。。 侯艺松摄侯艺松摄

在湖泽镇禁毒教育基地展厅内在湖泽镇禁毒教育基地展厅内，，志愿志愿

者教村民了解仿真毒品者教村民了解仿真毒品。。 侯艺松摄侯艺松摄

彭泽村村民正在阅读禁毒村规民约彭泽村村民正在阅读禁毒村规民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付付 强摄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