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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日

远离毒品 先看看什么是毒品
本报为广大读者梳理毒品常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彭飞

毒品和制毒物品

吗啡

●什么是毒品?
毒品一般是指使人形成
瘾癖的药物，这里的药物一
词是个广义的概念，主要指
吸毒者滥用的鸦片、海洛因、
冰毒等，还包括具有依赖性
的 天 然 植 物 、烟 、酒 和 溶 剂
等，与医疗用药是不同的概
念。
●什么是制毒物品？
制毒物品是指用于制造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
品。毒品，有些是可以天然
获得的，如鸦片就是通过切
割未成熟的罂粟果而直接提
取的一种天然制品，但绝大
部分毒品只能通过化学合成
的方法取得。这些加工毒品
必不可少的医药和化工生产
用的原料就是我们所说的制
毒物品。因此，制毒物品既
是医药或化工原料，又是制
造毒品的配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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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

摇头丸

均为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 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都有
哪些？海洛因和冰毒有什么区别？历史课
本上鸦片战争中祸害国人的鸦片是什么毒
物？国际禁毒日来临，你是否了解这些问
题，认识这些毒物的真面目？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作出梳理，让我们远离毒品，享受健
康、绿色、无毒的生活。

●传统毒品（包括罂粟、
鸦片、
吗啡、
海洛因、
大麻等）
由来：由罂粟等毒品提
炼而来
危害：
镇静和抑制作用
犯罪隐患：吸食前为获
得毒资而去杀人、抢劫、盗窃
等。
罂粟：拥有天使面容的
“地狱之花”，其茎秆、叶、乳
汁及果壳均为毒品原体。长
期应用容易成瘾，慢性中毒，
严重危害身体，严重的还会
因呼吸困难而送命。它和大
麻、古柯并称为三大毒品植
物，所以，我国对罂粟种植严
加控制，除药用科研外，一律
禁植。

鸦片：俗称“大烟”，源于
统，
严重会导致死亡。
罂粟植物蒴果，黑色膏状或
麻古：是泰语的音译，实
棕色黏稠液体。使用鸦片成
际是缅甸产的“冰毒片”
,其
瘾后，引起体质衰弱精神颓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和
废，
缩短寿命。
“咖啡因”。外观与摇头丸相
吗啡：由鸦片提炼而成， 似，通常为红色、黑色、绿色
呈白色结晶粉末，闻上去有
的片剂，属苯丙胺类兴奋剂，
酸味，吸食后出现昏迷、瞳孔
具有很强的成瘾性。
缩小等状况。呼吸受到抑
摇头丸：冰毒衍生物，彩
制，过量甚至会出现呼吸麻
色片剂。食用后可出现长时
痹、停止而死亡。
间不由自主随音乐剧烈摆动
海洛因：源于鸦片，是带
头部的现象，以及活动过度，
有白色、米色、褐色、黑色等
情感冲动，性欲亢进，产生嗜
色泽的粉末、颗粒，多为白色
舞、偏执、妄想、自我约束力
结晶粉末，无特殊气味，极纯
下降等，并伴有幻觉和暴力
的海洛因俗称“白粉”，因其
倾向，常引发集体性乱和自
成瘾最快、毒性最烈在传统
残，并可诱发精神分裂症及
毒品中称王，持续吸食的人
急性心脑疾病。
寿命仅为 7~8 年。
K 粉：氯胺酮，白色结晶
大麻：一年生草本植物， 性粉末，可随意勾兑后加入
通常被制成大麻烟吸食或做
饮料服用。一般只要足量接
麻醉剂注射。因其价格低
触两三次即可上瘾。它是一
廉，被称为“穷人的毒品”，长
种很危险的精神药品，对记
期吸食会导致人格分裂，记
忆和思维能力均能造成严重
忆力衰退及痴呆。
损害，依赖性极强，服用后会
产生意识与感觉分离的状
● 新 型 毒 品（包 括 冰 毒 、麻
态，还会导致神经中毒反应
古、
摇头丸等）
和精神分裂症状，出现幻觉、
运动能力障碍、抑郁以及其
由来：通过人工合成的
他怪异和危险行为。
化学合成类毒品
可卡因：原本为南美洲
危害：兴奋和致幻的作
植 物 古 柯 的 叶 片 ，俗 称“ 滚
用
石”，是一种无味、白色薄皮
犯罪隐患：吸食后出现
状结晶体，对中枢神经系统
幻觉、极度兴奋等精神病症
有高度毒性，70 毫克纯可卡
状，
导致行为失控造成犯罪。 因可让人当场毙命。
冰毒：外观为纯白结晶
体，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具
其他毒品
有极强的刺激作用且毒性剧
咖啡因、安纳咖、氟硝安
烈，所以称为“冰毒”。冰毒
定、安眠酮、丁丙诺啡、止咳
的精神依赖性极强，已成为
水等药物如过量服用均可造
目前国际上危害最大的毒品
成依赖，
从此沦入毒品陷阱。
之一。吸食后产生强烈的心
还有“三唑仑”，俗称蒙
理兴奋，成瘾者会有精神障
汗药；GHB 俗称迷奸水，常
碍，时常妄想，好斗，严重损
被犯罪分子用来实施犯
害心脏、大脑组织和免疫系
罪。

嘉道装饰联合大河家居举办首届诚信家装节

100m2 全包 69800 元，
含家具窗帘家电
近期以来多家知名装饰公
司跑路给不少业主带来不小的
麻烦，为提振行业信心，维护业
主利益，大河家居联合郑州 11
家知名装饰公司发布诚信经营
宣言，嘉道装饰有幸成为其中
之一。为进一步落实宣言，回
馈广大业主，嘉道装饰联合大
河家居推出首届诚信家装节，
活动由嘉道装饰旗下品牌——
有道家承接。
有道家是嘉道装饰旗下整
体家装供应商，此次为承接嘉
道装饰与大河家居联合举办的
诚信家装节活动，特面向郑州
市业主推出 30 套成本价样板
房名额，建筑面积 100㎡仅需
69800 元 ，不 但 包 含 水 电 、主
材、辅料、施工，更是包含全房

16 件品牌家具，全房窗帘，额
外还赠送部分家电，真可谓诚
意十足，同时由大河家居提供
全程活动监督。
一线大品牌，风格多样化
有道家作为嘉道装饰整装
产品供应商，针对此次活动整
合了极具竞争力的优势资源，
在建面 100㎡整装全包 69800
元的前提下，还包含全房 16 件
家具，全房窗帘，更是额外赠送
部分家电。主材全部采用一线
知名品牌：马可波罗瓷砖，中陶
卫浴等升级助阵，3000㎡展厅
全方位的展示多样化的主材搭
配，
同时还有 6 套风格迥异的家
具套餐供业主挑选，同时还适
配有不同风格的窗帘。

多阶段付款，无后顾之忧

更多优惠

由于近期频发的跑路事
件，给行业及业主都造成了很
大的伤害，为了维护业主利益，
打消顾虑，嘉道装饰针对性的
提出多阶段付款方案。目前行
业 常 见 的 付 款 方 式 为
60-35-5，即 合 同 签 订 后 付
60%，水电及泥工结束付 35%，
全部验收完毕后付最后的 5%，
这种付款方式在近来的跑路事
件中给业主造成很大的损失。
自 5 月 22 日起嘉道装饰就开
始针对性的提出多阶段付款，
在 5 个施工、验收节点实施多
阶付款，最多不超过 30%，尽最
大努力打消业主顾虑，同时给
行业提振信心。

即日起至 7 月 8 日，针对此
次活动还为广大业主提供了多
重豪礼，夏凉被、烟灶套装、主
材升级包、开荒保洁、第三方环
保监测、现场砸金蛋，还有喜闻

乐见的多轮抽奖！更重要的是
6 月 30 日前签单的业主还能额
外获得价值 2680 元的乳胶床
垫！除此以外大河报大河家居
全程监督，还请广大业主对家
装行业放心！

活动时间：
6月26日—7月8日
报名通道：
1.电话报名：
0371-56759888 17719878256。
2.QQ 报 名 ：加“511315350”好
友，回复“户型面积+小区名称+联系
电话”。
3.微信报名：扫描右侧二维码加关
注，回复“户型面积+小区名称+联系
电话”。
4.现场报名：郑汴路玉凤路口东北
角嘉道装饰、中原西路华山路口西 50
米路南和昌大厦 19 楼嘉道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