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城事·社会

责编

姜瑞胜

2022年6月23日
美编 张君竹 审读

星期四
孙宝学

公车运毒，
公职丢了家也碎了
被
“朋友”
骗去吸毒又运毒获刑8年 心理咨询助戒毒人员打开心结

□文/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尹彦鑫
习生 彭天琪 图/戒毒所提供

实

毒品是披着糖果外衣的恶魔之手，
一
旦被它俘获，
精神和身体都会受到严重的
损伤，家庭支离破碎并不是危言耸听。有
公职人员被设计走上了吸毒贩毒的道路
最终锒铛入狱，也有亿万富翁吸毒被“点
炮”
最终葬送了自己的
“帝国”
……
戒断毒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戒断
“心瘾”，在青岛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有一
群警察心理咨询师，6月26日国际禁毒日
即将到来之际，
记者独家采访青岛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心理矫治中心的警察，
他们个
个都是心理咨询专家，他们发挥专业特
长，不放过戒毒人员的每一个细节，
通过
有效手段打开戒毒人员紧锁的心门，
助他
们重新回归家庭融入社会。

公职人员落
“毒坑”
公车运毒被抓获
李俊（化名）是某单位驻青岛的公职
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原因，他结交了五湖
四海的朋友，加之自己掌握一定权力，主
动与他接触的人也就更多了，渐渐地他
就产生了虚妄的满足感。
认识朋友多了，难免鱼龙混杂，其中
不乏别有用心的人，饭后去夜总会消遣
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 当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他发现有些老板玩冰毒，认为吸冰
毒跟抽烟一样，是醒酒药，吸了立马醒
酒，很舒服，他便接触到了，逐渐沉迷其
中、欲罢不能了。”青岛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心理矫治中心主任、司法部特聘心理
矫治专家肖继尧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
令他印象深刻的戒毒人员。
时间长了以后，朋友说这个不过瘾，
还有更刺激的。
“ 于是，李俊就接触上了
海洛因，他不知道的是，海洛因就像来自
地狱的恶魔，一步步地将他拖入深渊。”
肖继尧说，
“ 他原来是单位负责人，而且
身体素质非常好。吸上海洛因后，
他整个
人性情大变，对同事、家人冷漠了，整天
就跟所谓的‘朋友’
在一起。
”
吸食毒品成瘾后需要大量的金钱来
维持，他便被这帮“朋友”
拉下了水，走上
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起初借着公职人员
的身份，他开公车运毒一路畅通无阻，原
先内心的恐慌荡然无存，运毒的频率也
大幅提高。”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
在一次送货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因
为涉案毒品数量比较大，他被开除了公
职，判刑 8 年。而此时，他也明白了，
“朋
友”接触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拉他下水，
让其运送毒品。
“他入狱后，妻子生了重病，后来提
出了离婚，女儿当时正值高考，受到影响
也落榜了。他的父母亲也在他入狱以后，
间隔不到一年时间，相继去世。”肖继尧
告诉记者，出狱后的李俊感到绝望，又走
上 了 吸 毒 的 道 路 ，再 次 被 警 方 抓 获 ，
2016年，李俊被送到青岛市强制隔离戒
毒所进行强制戒毒。
“他被送到我们这里之后，
我详细看了
他的资料，意识到了这是一块‘难啃的骨
头’
，
想要打开他的心门难度很大。
”
肖继尧
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
“在跟李俊交谈过
程中，
他称自己一切都明白，
说我们做不了
他的工作，
他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

家庭重塑助
戒毒人员戒断毒
瘾。

当时戒毒所进行了萨提亚模式心理
肖继尧把李俊编到了实验组，每次
治疗，
活动、讲课都带着他。
“ 一次一个心理咨
询师在课堂分享自己的‘烦恼’时说，自
己比较胖，体重始终减不下来，
可能自己
也就这样了。这时，一向在课堂上不说话
的李俊开口了。”这让肖继尧等心理咨询
师心中一喜，李俊用很专业的术语进行
了分析，并称自己可以帮忙调整一下，
让
这位心理咨询师回去试一试。
“这个时候，
他的专业能力显现出来，
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就抓住他这个闪光点
不断放大，
让他上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
喜欢运动，
进
识。”原来他从小喜欢体育，
入系统后也不断钻研，
不断学习。
通过这个契机，
戒毒所的心理咨询师
们不断鼓励发扬他的特长，
慢慢融化了他
心里的坚冰，
“之后他提出想给前妻打个
电话，
想问问在国外留学的女儿现在过得
怎么样。我们也是马上给他提供方便，
他
也跟她前妻沟通，
双方都痛哭流涕。
”
之后他跟女儿联系，女儿从国外飞
回来到所里看他，这一刻，
他的心结彻底
解开了，
“ 后来他主动配合我们的治疗，
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深入沟通，表示一
定要戒断毒瘾。”经过近两年的强制隔离
戒毒，李俊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
“走的
时候，他向干警深深鞠躬，据我们了解，
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复吸。
”

亿万富翁被
“点炮”
垮了公司毁了家庭
2017 年，青岛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收
治的一位吸毒人员同样令肖继尧印象深
刻。
“王海洋（化名）当时应该是56岁，从
资料上看他最早是一名公职人员，后来
下海经商，生意做得很大，起初是做海运
的，后来也做房地产开发，毫不夸张地
说，他是一个亿万富翁。
”
据肖继尧介绍，王海洋接触毒品的
时间比较长，但是吸毒的频率和强度都
不大。
“用他的话说，经营企业有压力，
压
力比较大的时候就用它来解压。王海洋
说，自己是被别人陷害举报，
‘点炮’了，
‘瘾君子’
他被抓后一直不接受自己是个
的事实，因此来到我们这里后也是比较
抵触。”
来到这里，王海洋天天唉声叹气，抱
怨自己倒霉。
“ 这期间，董事会罢免了他
董事长的职位，公司慢慢被挤垮破产重
组，他的妻子提出离婚，孩子也从来不来
看望他，还要跟他断绝关系。”
肖继尧说，

“从高高在上的公司董事长，到无人问
津，巨大的落差让他倍感痛苦。
”
“这个人智力非常高，
知道我们想跟
他说什么，对他做什么，
而且性格比较偏
执、偏激，他认定的事难以轻易改变，对
他进行心理疏导非常难。”肖继尧说，于
是他们就转变了心理疏导方式，最终王
海洋打开了心扉。

好奇义气和压力
吸毒原因三大类
吸毒者因为长期受毒品的腐蚀，会
出现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
质疏松等疾病，同时也会出现偏执、多
疑、暴躁等心理疾病。
“ 吸毒人员日常表
现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情绪低落时喜
欢独处，不愿跟人交往；
情绪高涨时必须
不断地找人说话、倾诉。”肖继尧告诉记
者，
“ 吸毒的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眼
睛不能与人对视。”
在青岛市强制隔离戒毒所里，20岁
至40岁的戒毒人员占了80%，心理咨询
师们也对他们首次吸毒的原因进行了了
解和分析。
“这些人员吸毒主要有三方面
的 原 因 ，并 且 与 年 龄 分 布有一定的关
系。”肖继尧告诉记者，20岁左右的年轻
人，他们处在好奇阶段，
对毒品成瘾的威
力了解得不够清楚，容易被引诱，防御力
低，
“ 他们觉得自己身体素质好，玩一次
仅仅一两次就
肯定没什么问题，却不知，
足以掉入深渊。
”
“25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吸毒的人
受圈子影响很大，往往因义气加入朋友
的吸毒行列，在语言的刺激下，自己的胜
负欲爆棚，觉得朋友让我吸我就吸了。”
肖继尧说，这种为了朋友两肋插刀都不
怕，吸毒算什么的义气心态作祟，让他们
追悔莫及。
“30岁以后，大多数人已娶妻生子，
在单位里也是中坚力量，家庭、工作、子
女教育的压力随之而来，有的人选择用
毒品来解压，最终或是债台高筑，
或是身
自己也被亲
体垮掉，最终家庭支离破碎，
人抛弃。
”肖继尧说。

戒毒最难在心瘾
家庭重塑化
“坚冰”
戒毒难，难在“心瘾”
，亲情的支持在
戒毒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肖
继尧告诉记者，往往一个家庭中出现了
吸毒者，这个家庭会遭受致命打击。
首当

其冲的是家庭经济困难，进一步会因吸
毒者对家人漠不关心而造成家庭危机。
而其家人会出现难以承受的羞愧心理，
无法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吸毒者屡戒
屡吸也使家人对其信任大打折扣。
“戒断毒瘾不能只在吸毒人员一方
下功夫，更要从吸毒人员的家庭入手，修
复亲情，提升亲属帮戒能力，巩固在戒毒
所内的戒治成果，提高戒断率。”肖继尧
表示，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戒毒所提出
了萨提亚模式心理戒毒的思路。
家庭重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戒毒的
一个方面，它以亲情为纽带，为戒毒人员
与亲人之间架起沟通交流的桥梁。
“我们接触过一个家庭，儿子吸毒
了，父亲非常气愤，不理解为何孩子会变
成这样。进一步接触后，我们得知父亲很
爱儿子，儿子也很爱父亲，但是谁也不
说。小时候儿子出现问题或者被欺负时，
向父亲求助，父亲就一顿打，这样儿子跟
父亲就产生了隔阂，儿子在这种家庭创
伤中长大，后来他就去打架，久而久之接
触到了毒品。”青岛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教
育处一级警长、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刘
宏告诉记者，对这个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后，将父子俩聚在一起，儿子哭着说出了
一直未说出的心里话，父亲听后愣了很
久才缓过神来，特别震惊。
“在家庭重塑过程中，父子之间的这
种隔阂一下子就被爱意融化了，双方的
心门打开了。”刘宏告诉记者，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这个戒毒人员就像换了个人
一样，积极主动地配合戒毒。
■相关新闻

青岛中院一审公开宣判
贩毒三人被判死刑死缓
□半岛全媒体记者 尹彦鑫 通讯员 时
满鑫 吕佼

6 月 22 日上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孙某晓等 6 人特大贩卖、运输毒品
案，许某春贩卖毒品案一审公开宣判，7
名被告人获刑。其中，被告人孙某晓被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王某、杨某被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程某锋、
许某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余两名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七年，
并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