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擅文 记者 王平

日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院涉毒品类案件
办理情况。

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6月1日，青浦区检察院共办理涉毒案
件23件30人。据案由划分，办理贩卖毒
品 17 件 23 人，占总数的 73.9%，容留他
人吸毒3件4人，引诱他人吸毒1件1人，
非法持有毒品1件1人、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1件1人。

青浦区检察院统计分析发现，涉毒
品类案件呈现“三高一低”的特点。毒
品犯罪涉案人员年龄跨度大，在被判处
刑罚的罪犯中，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
的仅为 20 岁。男性比例高，占 83.3%；
20-35岁青年比例高，为50%；有涉毒前

科劣迹的比例高，达46.6%；而涉毒人员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63.3%。

从涉案毒品种类来看，仍以传统合
成毒品为主，其中冰毒、麻果等常见合
成毒品占据主导地位，而赛洛新等能够
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也逐渐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涉寄递毒品犯罪案
件占毒品犯罪案件比例为 56.5%，其中
大多为外省市通过邮寄快递方式将毒
品寄递至上海市内。该院通过分析研
判，寄递毒品犯罪案件案件量攀升、涉
毒量递增、犯罪手段网络化、犯罪形式
跨区域，其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交易更便
捷、隐蔽、成本低、不受地域限制、安检
不严格等，犯罪人员往往把毒品隐藏于
不易引人注意的、便于伪装的茶叶、调
料、肥皂中，进一步加大了案件侦破难

度和取证难度。
此外，所涉毒品不满10克的毒品犯

罪案件占比为 58.8%，呈现出贩毒次数
多、单次数量少，总体刑期较短等特点，
微信如今成为毒品犯罪交易行为的新
作案平台。

青浦检察院持续加大对毒品类案
件的打击力度。积极推进“七号检察建
议”的落地落实，持续督促寄递行业禁
毒防毒工作。针对行业监管部门履职
不到位、快递企业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制
发《检察建议书》，并做好“回头看”工
作，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同时，开展前
罪类型化审查，从严打击毒品再犯案
件。着重对毒品前科劣迹较多的人员
进行审慎研判，避免遗漏影响刑期的各
项情节，确保毒品案件再犯人员从严从
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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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改】

警惕“上头电子烟”，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已被整类列管

慢慢愈合的伤口
□俞晓杰

□通讯员 黄迪 记者 王平

随着越来越多种类多、更新快、伪
装性比较强的新型毒品出现，为切实加
大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禁毒宣传教育等
工作力度，6月22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
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该院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新型毒品犯罪案件
办理情况，并介绍相关案例。

2021 年 7 月起，我国决定正式整类
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精神活性物质，这意
味着所有品种的合成大麻素类物质，都
属于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毒品，实施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等行为，涉及毒品犯罪，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据统计，自去年7月列管以来，该院
共受理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新型毒品案
件 10 件 12 人，占全部毒品案件的 40%
左右。“合成大麻素种类众多且该类物
质常常被包装成各类形态，以‘小树
枝’‘电子烟油’‘娜塔莎’等名称贩
卖。一般来说一瓶普通的电子烟油成
本只有几十元，然而将合成大麻素类
物质添加入普通烟油后，售价往往会
翻十余倍。”区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介
绍。

电子烟作为新生事物受到年轻人
追捧，而“上头电子烟”顺势披上伪装在
年轻人社交圈中传播。据了解，在该院
办理的10 起合成大麻类物质新型毒品
犯罪案件中，30岁以下人群占比九成以

上，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趋势。值得一
提的是，酒吧、夜店、KTV等年轻人聚集
的娱乐场所易成犯罪集散地。一些年
轻人第一次吸食“上头电子烟”多集中
于该类娱乐场所，年轻人也会向在酒吧
工作的朋友打听“上头电子烟”的购货
渠道。在该院办理的陈某某贩卖毒品
案中，陈某某及其两名上家均在酒吧工
作，陈某某第一次吸食“上头电子烟”就
是在酒吧，后更是成为了贩卖“上头电
子烟”的中间商。此外，该院在办案过
程中发现在校大学生网络贩卖“上头电
子烟”，遂向湖南某学院制发检察建议，
就加强在校学生日常管理、增强学生法
治意识、积极开展禁毒宣传等方面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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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那年，年幼的阿七瘫坐在冰冷的地
上，似懂非懂看着病床上慢慢合上眼睛的母
亲，母亲用苍白的嘴唇一字一句对他说:“早
点睡吧，明天妈妈带你去买小青蛙。”即使母
亲允诺了他想要的玩具，但他有强烈的感觉
这一睡就是永别，他将永远失去母爱，事实
也的确如此，那一夜母亲没有战胜病魔，带
着对儿子的不舍离开了人世，这也成了阿七
误入歧途的因素之一。

阿七的父亲不久后再婚了，几年后阿七
的身边多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孩子是敏
感的，阿七的父亲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消除儿
子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属于这个家庭，阿七
的童年也成了无法治愈的回忆，一道深深的
伤口。

阿七的生活从那一天开始，像是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他无心学习，成绩也变得很糟
糕，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这样的年纪早
早混入社会，注定是一个悲剧，脱离了家庭
的约束，阿七交上了一些社会闲散青年，很
快迷恋上了赌博。

在赌博中，阿七才能忘记自己经历着的
不快，才能和这个让他觉得对他不公的世界
与自己背离，但是赌博中的他似乎少了些运
气，他总是输，得不到快乐；就在这时同村的
玩伴给了他一个不需要技术，不需要运气的
提议，阿七看着手中的白色粉末，想法很浅
显，只要开心就足够了，二十出头的他不知

道这疯狂的决定对他的青春造成了重创。
等阿七意识到问题严重时，他已经深陷

其中，终于用青春为自己的错误买了单，阿
七为此被强制隔离半年；此时此刻，铁栅栏
外面有一个人肠子都悔青了，这位老父亲用
愧疚的双眼看着自己被毒品摧残的儿子，无
语凝噎。

半年的时光也不算太长，阿七很快就回
到了父亲的身边，半年的时光给了迷茫的阿
七思考的时间，他觉得自己要用双手创造价
值，阿七的父亲也是希望儿子可以有份工作
让生活充实一点，出发点不同的两人也算达
成了一致，阿七跟着父亲到了工厂里，机械
操作的工作，很辛苦，阿七每天都要忙碌到
晚上七八点，工资也由父亲掌控，从关心不
足到严加操控，看上去是亲密了，却有了不
少隐患，这让年轻的阿七觉得自己的生活没
有快乐，只有苦闷；另一边放松警惕的阿七
父亲很满意儿子的表现，却不知道噩梦的再
次降临。两个月不到，阿七再一次因为复吸
被强制隔离戒毒，老爷子听到消息的时候，
面无血色，却也是无奈，他低估了毒品的危
害。

又是两年的时光蹉跎，阿七觉得自己曾
经想努力改好，却失败了，家人只给予了压
力，并没有给予支持，出所的阿七情绪变得
不太稳定，首先是刁难社工不给补助就不签
约；之后又拒绝去五金店上班，搬出来住在

宾馆，“家”这个字眼都会挑动他的神经，又
因为自己的爱好开了一家棋牌室，唯一让他
心情稳定的是，这期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因为感情稳定，阿七似乎看到了人生的希
望。但是嗜赌成性的阿七没有珍惜眼前的
生活，因为欠下了高利贷躲到了市区，不过
好在女友没有放弃他，在女友的鼓励下，阿
七在市区做起了快递行业，虽然很忙碌，但
是因为在女友的陪伴下，他很充实。

收入不错的阿七很快就还清了欠款，再
次回来，感觉是衣锦还乡，然而就是被喜悦
冲昏了头，好不容易远离已久的“朋友”又回
到了他的身边，他再一次陷入了毒沼，这一
次他深恶痛绝，他知道他又要付出两年的时
光，自己努力经营的一切都要崩塌了，刚过
三十的阿七在他拼搏事业的黄金年华又与
成功失之交臂。

这两年阿七的眼泪比以往都多，他的事
业，他的感情，他觉得他的一生就会这么沉
沦了。

接见日，父亲没有对他发火，自责自己
对他关心不够，对他嘘寒问暖，告诉他有什
么需要的就告诉他；女友泪眼婆娑说，等他
出来。这一刻阿七突然觉得他什么也没有
失去，他空荡荡的心被温暖填满。

有了心气，两年的强戒也没有那么难
熬，回家第一件事，阿七就开始投简历，他要
抓紧时间去追赶，追回自己的事业，更是为

了回报对他不离不弃的人，很快他和女友两
人一起回到了市区，那个曾经他们辉煌的地
方，就算是一个月不曾停歇的送快递，阿七
也没有感觉累，他觉得这就是一个男人的脊
梁。尽管工作中有许多困难，自己也受了很
多伤，他不曾气馁和放弃，时间的冲刷让这
个男人变得越发成熟，他明白了毒品的危
害，明白自己的坚持，也明白了“朋友”的好
坏。

很快通过阿七的努力，他终于不再是一
个普通的快递员，他和一个和自己经历差不
多的伙伴承包了一个快递站，他和女友的小
日子也是越来越好，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
他的赌瘾仍然比较大，偶然也会输掉不少
钱，脾气差了还因为打人被处理，不过这些
都没有成为阿七拥抱更好生活的阻碍。

社工换了一任又一任，阿七离三年戒断
的时间也越来越接近了，阿七最近因为玩老
虎机输了钱，喝了不少酒，给新的社工打电
话，说自己报了警，社工及时给予阿七安慰
和劝导，阿七觉得自己并不是被社会抛弃的
人，他的家人，这个社会一直紧紧抓着他，他
释然了，他豁达了，他睡得好踏实。

又一天，阿七正在离上班不远的一个快
递点等快递，又是社工来电，社工说已经到
了他上班的地方，阿七也随即发了一个定
位，过了一会一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
在这个冬天给他带来了一张盼望已久的解
除单，阿七很开心，问社工怎么来的，社工告
诉阿七自己换了几趟公交和地铁才找到这
里，看着这个社工回程又将是两三小时的背
影，阿七明白自己一直被支持着，他告诉自
己一定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作者系青浦工作站金泽社工点社工）

寄递毒品犯罪案件高发 检察机关严厉打击

禁毒微课
护航青少年绿色成长

□通讯员 孙钰程 记者 王平

6月23日，在第35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与徐汇
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召开“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网络时代新型毒品犯罪的新情况”新闻发布会。

会上，徐汇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禁毒办主任吴
琰，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邱燕就
2021年徐汇区禁毒工作情况以及检察机关办理毒
品案件情况进行了通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联合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两起新型毒品犯罪
典型案例。

据通报，目前毒情形势整体向好，但合成毒品滥
用情况仍有蔓延趋势，且毒品犯罪手段更趋隐蔽，不
法分子通过社交媒体推销联系，走二手交易电商平
台贩卖的特点明显，物流寄递行业已成为不法分子
运输、销售毒品的重要手段。数据显示，2021年至
今，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共办理毒品案件55件68人，
其中，贩卖毒品案件居毒品犯罪数量首位，贩毒方式
多以零包、少量贩毒为主，利用“网络支付+寄递支
付”渠道贩毒的占比近半。

同时，据介绍，受国内海洛因、冰毒等常规毒品
消费价格大幅攀升、获取难度不断加大等因素影响，
涉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新型毒品违法犯罪呈上
升趋势。

近日，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蓝胖
子”减肥药贩卖毒品案，被告人张某某在明知其售卖
的“TR”（俗称“蓝胖子”）减肥药中含有国家一类管
制精神药品安非拉酮，且此成分系毒品的情况下，仍
通过朋友圈发布该减肥药广告，向多人售卖。目前，
被告人张某某已被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万元。这也是本市售卖含有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品
的进口药品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新型毒品犯罪案
件。

另据了解，由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徐汇区禁
毒办制作的禁毒微课第一课《健康人生，无毒成长》
将于近日首先向徐汇区内广大青少年推广，让禁毒
知识为青少年的绿色成长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