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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毒警察耿斌：

希望有一天
“天下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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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毒品，可以让天使变为恶魔，使生命、健
康、亲情、事业化为乌有。国际禁毒日前夕，
本报记者走进位于许昌市的河南省第三强
制隔离戒毒所，近距离接触戒毒者，聆听他
们讲述不堪回首的吸毒史，走近那些为禁毒
工作默默奉献的管教人员，了解他们如何帮
助吸毒人员从毒品的梦魇中走出来。

“我害了自己，也辜负了亲人”

“绝对不能再吸了，再吸一次就彻底完
了！”6月22日，50多岁的万某挥动着右手，
斩钉截铁地说道。说这句话时，万某已经
是第四次被强制隔离戒毒。每次戒毒时，
他都下定决心“金盆洗手”。

万某是一个有着超过 18年毒龄的白
粉吸食者。说起噩梦般的吸毒经历，万某
悔恨不已。

万某家住许昌，原来在许昌一家事业
单位上班，妻子做生意。万某坦言，那几年
感觉赚钱特别容易，这让他产生了享乐的
思想。

1998年，万某在生意伙伴的教唆下，

第一次接触到白粉。“见他很享受的样子，
我就好奇想要试一试。”

头次吸食白粉，万某是头晕恶心甚至呕
吐，但过后好似飘飘欲仙的感觉，令他着魔
并逐渐上了瘾。从尝试第一口后，万某在吸
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他丢了稳定的工作，
家庭积蓄被挥霍一空，妻子也远走他乡。

“戒毒——复吸——再戒毒。我的人
生就这样被毒品毁掉了，我害了自己，也辜
负了身边的亲人。”万某说。

“自从吸毒后，我就像鬼一样”

“我这次被警察抓住送到强制戒毒所，
是家人报的警。说实在话，一开始我很怨
恨他们，现在我感激他们。”申某呆滞的目
光中透露出无限悔恨。

申某大学毕业后，父亲出资在老家开
了一家公司。2006年 8月的一天下午，因
为生意上的烦心事，申某抱着“减压”的心
理在朋友那里第一次“尝”到K粉。从那以
后，申某高兴的时候吸，心烦的时候也吸。
2个月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控制
毒瘾。

“毒瘾上来了，身体犯软，浑身难受，感

觉骨头缝里有蚂蚁爬。毒瘾过后，我啥也
不想做，吸了睡，睡了吸。自从吸毒后，我
就像鬼一样。”申某说。

申某自从染上毒品后，生意做不下去
了，身体也垮了。“其实每个吸毒者都想戒
毒，谁想像老鼠一样活着？可是心瘾难
戒。毒品对人的危害太大了，希望我的惨
痛经历能警示他人，千万不要去沾毒品。”
申某说。

“拯救吸毒人员
需家庭社会共同努力”

据河南省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丁
生伟介绍，关押的吸毒人员中，很多都是多
次“进宫”。从医学上讲，吸毒者经过一段
时间的治疗，生理上已经脱瘾，对毒物的依
赖已经不存在了，但“心瘾”难以戒断，复吸
率很高。目前全世界统计的平均复吸率约
为95%。

丁生伟解释说，对从强制戒毒所重归
社会的人来说，旧有的生活圈子是最大的
挑战。圈子里的人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
和吸毒人员，谁搞到毒品，大家就“分享”，
复吸率就特别高。

“一朝吸毒，终生戒毒。”丁生伟说，禁
毒离不开全民的支持，戒毒所只是禁毒的
一种手段，戒毒所的管教也只是全社会禁
毒大链条中的一环。

数据显示，河南省司法行政系统所属
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治戒毒人员总数已突
破万人。怎样确保每一名经过生理脱毒的
戒毒者不再复吸、真正回归社会？河南省
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科长张志斌认
为，家庭和社区的支持最重要。

“拯救吸毒人员，需家庭社会共同努
力。”张志斌呼吁，提高戒毒率，降低复吸
率，除了要加强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斩断毒
品来源外，更需要家庭、社区和社会共同联
手建立起一个关心和帮助吸毒人员恢复正
常生活的环境。大家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
看他们。⑤2

问：除了鸦片和海洛因等这些传统毒

品，现在还有哪些新型毒品？

答：传统毒品就是我们常说的罂粟、鸦
片、吗啡、海洛因、大麻等。其中，海洛因因
成瘾最快，毒性最烈，是传统毒品中的“毒
王”，持续吸食的人寿命仅为7至8年。

而新型毒品，是指通过人工合成的化
学合成类毒品，包括冰毒、麻古、摇头丸、K
粉、可卡因等。吸食后出现幻觉、极度兴奋
等精神病症状，导致行为失控造成犯罪。

冰毒：外观为纯白结晶体，对人体中
枢神经系统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且毒性
剧烈。吸食后产生强烈的心理兴奋，成瘾
者会有精神障碍，时常妄想，好斗，严重损
害心脏、大脑组织和免疫系统，严重会导
致死亡。

麻古：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和
“咖啡因”。外观与摇头丸相似，通常为红
色、黑色、绿色的片剂，属苯丙胺类兴奋
剂，具有很强的成瘾性。

摇头丸：冰毒衍生物，彩色片剂。食
用后可出现长时间不由自主随音乐剧烈
摆动头部的现象，并伴有幻觉和暴力倾
向，常引发集体性乱和自残，并可诱发精
神分裂症及急性心脑疾病。

K粉：氯胺酮，白色结晶性粉末，可随
意勾兑后加入饮料服用。一般只要足量
接触两三次即可上瘾。对记忆和思维能
力均能造成严重损害，依赖性极强，会导
致神经中毒反应和精神分裂症状，出现幻

觉、运动能力障碍、抑郁以及其他、怪异和
危险行为。

可卡因：原本为南美洲植物古柯的叶
片，俗称“滚石”，是一种无味、白色薄皮状
结晶体，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高度毒性，70
毫克纯可卡因可让人当场毙命。

此外，咖啡因、安纳咖、氟硝安定、安
眠酮、丁丙诺啡、止咳水等药物如过量服
用均可造成依赖，从此沦入毒品陷阱。

问：吸毒会导致哪些传染病？

答：吸毒不仅损害本人健康，还会造
成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性病的传播等公
共卫生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艾滋病的
感染和传播。

问：如何识别吸食新型毒品人员？

答：无故旷课、旷工，学习成绩、工作
表现突然变差；在家中或单位偷窃钱物，
或突然频频地向父母亲友借钱；突然出现
幻听、幻觉、妄想症状；性格、情绪出现明
显变化，如多疑、猜疑、暴躁等；消瘦明
显，老化明显；出现牙磨损、坏牙、瞳孔放
大，腹泻、呕吐、恶心等症状；老产生皮肤
上有小虫爬的假象而搔、抓导致皮肤溃烂
等。

问：青少年如何远离新型毒品？

答：歌舞厅、迪吧等娱乐场所是青少
年群体乐于消费的地方，同时也是新型毒

品泛滥的场所。许多青少年处于好奇或
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开始接触毒品，毒
贩们也常采用各种招数诱惑孩子们吸毒。

学校方面，应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新
型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使广大青少年学生
充分认识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特
点和危害，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
力；讲解有关正确对待青春期、提高自尊
心、调节情绪、面对压力、对待挫折等心理
健康知识，教育学生不借毒解闷、借毒消
愁；教育青少年学生拒绝进入歌舞厅等娱
乐场所，远离吸毒人群，引导学生自觉抵
御新型毒品的诱惑。

家长方面，要掌握了解新型毒品的危
害和禁毒知识，以身作则，在孩子面前更
要做榜样，首先不沾染毒品，尽量少让孩
子去治安复杂场所，教育孩子从小不随便
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青少年要增强“自卫防毒”术，不要进
入治安复杂的场所，要有警觉戒备意识，对
诱惑提高警惕，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不
轻信谎言，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喝里面
提供的饮料，不随便离开座位，离开座位
时最好有人看守饮料、食物等。尤其当下
新型合成毒品种类繁多，且在贩卖市场上
常以“开心水”、“咖啡粉”、“奶茶粉”等名
称出现，一些毒贩往往将新型毒品做成千
奇百怪的形状，涂上花花绿绿的颜色，让吸
食者尤其是青少年出于猎奇等心理沾染上
瘾，无法自拔。⑤10

□本报记者 李凤虎

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说话不善言辞。看到耿斌，
常人根本想象不到，已经有上百名毒贩栽在他的手上。

38 岁的耿斌是郑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一名缉毒警
察。从警以来，他一直奋战在禁毒工作第一线，多次立功受
奖，先后破获公安部、省公安厅督办的多起重大毒品案件，
被称为郑州警界“缉毒第一捕快”。

缉毒比电影更精彩比想象更危险

6月20日，郑州的天气酷热，11时，在黄河路一个岔路
口,一辆红色小轿车静静地停靠在路边。

在红色小轿车不远处,还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耿斌和他
的同事坐在黑色轿车内,他们透过黑色的车窗,紧紧盯着对
面路口的红色轿车。

他们跟踪的是一名涉嫌走私毒品的嫌疑人。“盯上这个
中年男子已经好几个月了,主要是想把他的上线找出来。”
耿斌说。

一个多小时后，耿斌在宾馆内将贩毒嫌疑人人赃俱
获。“毒品是社会的肿瘤，如果任其泛滥，必将给社会带来严
重危害，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日不止。 ”耿斌说：“我们缉
毒民警的使命，就是要把毒品的危害降到最低。”

1999年，耿斌从警校毕业后，刚接触到出警的第一个
现场，是一男子吸毒过量，失控掉进湖里淹死的现场，看着
尸体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听着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声，耿斌的
内心被震撼了，同时也树立起一定要打败毒魔的信念。

“缉毒比电影更精彩，也远比想象更危险!”耿斌向记者
介绍了一起禁毒案例：他奉命赴广东抓捕一名贩毒人员，在
冲进宾馆把门踹开的一瞬间，坐在沙发上的贩毒人员正从
腰间摸东西，他赶紧扑上去将贩毒人员李某的双手死死按
住，并从李某腰间摸到一支已上了膛的手枪，在战友的配合
下，成功将这名贩毒人员抓获，现场缴获了大量的毒品，并
顺藤摸瓜捣毁了多处制毒窝点，该案件受到公安部的通令
嘉奖，耿斌也被授予个人三等功。

“很多时候，都是事后出一身冷汗，当时根本不会想那
么多，只想把毒贩绳之以法。”回顾以往的一段段经历，耿斌
如是说。

蹲守是禁毒警察必备功课

提起缉毒工作，很多人会想到丛林中与毒枭的枪战情
景，或是打入贩毒团伙内部的卧底警察，神秘、刺激、危险就
是缉毒工作的代名词。

说起荧幕上的这些破案情节，耿斌笑着说：“那些情节
都太理想化了，一出手就有收获，破案啊，哪有那么容易?贩
毒人员知道自己被捕的后果，往往会做亡命的挣扎，缉毒警
察面临生死考验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便饭。”

耿斌说：“抓获一个贩毒团伙，往往要经历‘线索来
源、前期侦查、长期布控、适时抓捕、审讯取证’等环节，复
杂的案子可能长达数年，短的也需要几个月，需要缉毒民警
的耐心和恒心，长时间地蹲守、跟踪是缉毒警察工作生活的
重要部分。”

去年夏季的一天，正是郑州天气的“烧烤模式”，耿斌和
战友们顶着烈日，在经三路一家酒店实地侦查摸排。为了
不打草惊蛇，耿斌一大早就和战友备好一天的干粮和矿泉
水，埋伏在不能开空调的车内，冒着50多摄氏度的高温，喝
水、吃饭和解手全部在车上完成，一直紧盯贩毒嫌疑人出没
的酒店门口。经过两天两夜的蹲点守候，耿斌和战友们将
这个贩毒团伙一网打尽，并斩断了一条由广东输往河南的
贩毒通道。

“为了摸清毒贩的活动规律，蹲守是禁毒民警必备的功
课，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民警在守候过程中都不敢发动车
辆来吹空调或者取暖。车一发动，我们肯定暴露了，所以不
管冷还是热，都只能在车里待着。”耿斌说。

提及家庭，泪光在耿斌的眼里闪动：“干我们这一行，基
本上是顾及不了家的，所以对家人总觉得很愧疚。妻子已
经习惯了我这份工作，有时候家人一起团圆吃饭，这个对于
一般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要求，可是我却不敢答应。”

“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这十二个字，是耿斌
对毒品的理解。“从事缉毒工作这么多年，让我真正体会到，
毒品使众多曾经的幸福家庭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痛苦深渊，
作为一名缉毒民警，我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干这一行，啥
也不图，只希望能有一天‘天下无毒’，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可
以为社会带来一方净土。”耿斌说。⑤10

咋远离毒品，禁毒专家来支招

“我的人生
就这样被毒品毁掉”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34.5 万名（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

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

2015年，全国共查处有吸毒行为人员

106.2万人次，其中新发现吸毒人员

53.1 万名，同比分别上升 20%和

14.6%。

你也许知道什么是毒品，但你
知道如何辨别毒品吗？食物汤水里
有没有加罂粟壳，身边有没有瘾
君子，如今又有什么新型毒品？在
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记者采
访了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有关负责
人，让他来教教我们尤其是青少年
如何识毒辨毒。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无毒青春 健康生活

今年以来河南省破获毒品案件242
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287人，缴

获毒品60390克，捣毁制毒窝点 1
个，确立部目标案件8起，协助破获

部目标案件2起

今 年 以 来 河 南 省 查 获 吸 毒 人 员

3374 人，强制隔离戒毒吸毒人员

1679人，新发现吸毒人员928人。

6·26国际禁毒日

数字看禁毒

6月 22日，郑
州市郑东新区省艺
术中心广场，在熊
熊烈火中，近年来
全省禁毒部门缴获
的900多公斤毒品
化为灰烬，启动了
“无毒青春，健康生
活”为主题的“6·26
国际禁毒日”宣传
活动。⑨1

6月 22 日，“6·26 国际禁毒日”活动现
场，青少年在识别毒品。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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