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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层层次次的的人人才才吸吸毒毒？？这这是是传传说说
我省男女戒毒所戒毒人员数据显示，毒品离每个人都很近

年龄
结构

19岁—25岁80人
占46 . 5%

26岁—35岁52人
占30 . 2%

36岁以上26人
占15 . 2%

18岁以下14人
占8 . 1%

文盲5人，占2 . 9%

小学初中125人，占72 . 7%

高中30人，占17 . 5%

大专及以上12人，占6 . 9%

文化程度

健康
状况

其他疾病 7人
占4 . 1%

艾滋病3人
占1 . 75%

乙肝、丙肝21人
占12 . 2%

梅毒76人
占44 . 2%

健康65人
占38%

吸食毒品种类

吸食、注射
海洛因、杜
冷丁10人
占5 . 8%

吸食冰毒、
摇头丸154
人
占89 . 6%

吸食多种
毒品8人
占4 . 6%

1年以下的39人，占22 . 7%

1-2年的45人，占26 . 2%

3-5年的58人，占33 . 7%

6-8年的20人，占11 . 6%

吸毒时间

9年以上的10人，占5 . 8%

年龄
结构

26岁—35岁401人
占50 . 06%

36-45岁190人
占23 . 72%

46岁—55岁34人
占4 . 2%

1 8岁以下 2人
占0 . 24%

19岁—25岁174人
占21 . 72%

文盲62人，占7 . 74%

小学初中556人，占69 . 41%

高中151人，占18 . 85%

大专以上32人，占3 . 99%

文化程度

记者了解到，截至5月底，山
东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内共有
801名戒毒人员，山东女子强制
隔离戒毒所有172名戒毒人员。
从年龄结构上面，男性戒毒人员
年龄集中在26岁——— 35岁之间，
有401人。女性戒毒人员年龄结
构最集中的在19岁—25岁，人数
为80人。“从年龄段来看，吸毒人
员低龄化加速，特别是女性吸毒
人员，戒毒所35岁以下女性吸毒
人员多达146人。”山东女子戒毒
所工作人员蔡淑香介绍称。

此外，山东鲁中强制隔离戒
毒所对戒毒学员的职业进行了
分析，其中无业人员多达677人，
占总人数的84 . 51%。吸毒者中
有公务员、医生、教师，但是数量

极少。“从数据分析和现实情况
来看，吸毒者已经渗入到社会各
个阶层，特别是职业不固定的无
业人员。”山东鲁中强制隔离戒
毒所所长潘治胜说。

戒毒人员大多因长期吸毒，
身体的各个系统均受到损害，大
多患有肝炎、妇科病、高血压、艾
滋病等多种疾病。男性戒毒人员
中患乙肝、丙肝的多达117人，艾
滋病为52人。女性吸毒人员中患
梅毒的数量最大，竟然占总人数
的44 . 2%。

据蔡淑香分析，女性之所以
患性病的数量较多，是因为一些
吸毒女子为了筹集毒资走上了卖
淫的道路。而吸毒之后的淫乱也
给女子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职工37人
占4 . 61%

无业677人
占84 . 51%

个体79人
占9 . 86%

从事
职业

其他5人
占0 . 62%

公务员3人
占0 . 37%

吸食毒品种类

吸 食 、注

射杜冷丁

3人
占0.37%

海 洛 因

120人
占14.98%

冰毒 6 7 4
人

占84.14%

其他4人

占0 . 49%

1年以下的68人，占8 . 48%

1-2年的354人，占41 . 19%

吸毒时间

3-5年的246人，占30 . 71%

6-8年的85人，占10 . 61%

9年以上的48人，占5 . 99%

吸毒人员此前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他们的学历如何？吸毒时间有多长？6月26日，
本报对我省最大的男子强制戒毒所——— 山东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和唯一的女子戒
毒所——— 山东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的所有戒毒人员进行了一项统计数据分析，
发现与传统的“高层次的人才去吸毒”观念与想法截然相反的是，吸毒人员遍布各个
层次、年龄段和职业。毒品其实距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

两个戒毒所都对戒毒人员的
文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
受教育程度与吸毒之间的关系。

在男性戒毒人员中，小学、
初 中 学 历 的 有 5 5 6 人 ，占
69 . 41%，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位
居第二的是高中学历。女性吸毒
人员中，小学、初中学历的有125
人，占72 . 7%，也是最大的群体，
紧随其后的同样是高中学历。

值得注意的是，大专以上学
历的吸毒人员仅占极少数，男性
吸毒人员为32人，女性吸毒人员
仅有12人。在采访中，记者曾经

与一名上过大学的吸毒人员交
流，其称在大二的时候接触毒
品，自此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最后退学。

“与人们日常认为的吸毒集
中在高层次群体、是一种高层次
享受相反，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说
明，多数吸毒人员文化程度较
低，职业方面大多数是无业人
员。”潘治胜称，这个群体在日常
教育中多数没有涉及到毒品的
认知，或者辍学过早地进入社
会，缺乏对社会的认知，从而较
容易被人引诱接触毒品。

本报记者 杜洪雷

主力吸毒人群中

女性比男性平均小近十岁

半数吸毒者仅初中学历

大专以上学历占极少数

22001133年年，，我我省省共共查查获获吸吸毒毒人人
员员 11 33 66 00 00 余余 人人 次次 ，，同同 比比 增增 长长
7777 .. 44%%。。其其中中吸吸食食冰冰毒毒人人员员1133116666

人人 ，，占占 查查 获获 吸吸 毒毒 人人 员员 总总 数数 的的
9966 .. 55%%，，冰冰毒毒在在全全省省发发展展蔓蔓延延达达
到到新新的的高高度度。。

根根据据山山东东鲁鲁中中强强制制隔隔离离戒戒
毒毒所所和和山山东东女女子子强强制制隔隔离离戒戒毒毒
所所数数据据统统计计，，男男性性吸吸毒毒人人员员中中
8844 .. 1144%%吸吸食食冰冰毒毒，，女女性性吸吸毒毒人人员员
中中8899 .. 66%%吸吸食食冰冰毒毒。。““这这部部分分人人群群
在在不不了了解解合合成成毒毒品品危危害害的的情情况况
下下，，盲盲目目追追求求‘‘时时尚尚’’，，消消费费市市场场
不不断断扩扩大大。。””相相关关专专业业人人士士表表示示，，
吸吸毒毒人人员员对对于于冰冰毒毒等等合合作作毒毒品品
存存在在错错误误认认识识，，认认为为冰冰毒毒不不像像海海
洛洛因因那那样样容容易易成成瘾瘾。。

此此外外，，吸吸食食大大麻麻群群体体开开始始在在
部部分分大大城城市市出出现现，，在在艺艺术术类类学学生生
及及艺艺术术类类从从业业人人员员中中较较为为突突出出。。

22001133年年底底，，济济南南市市公公安安局局破破
获获一一起起吸吸贩贩大大麻麻案案，，抓抓获获涉涉案案人人
员员3300余余名名，，铲铲除除成成熟熟大大麻麻1133棵棵，，
缴缴获获大大麻麻叶叶990000余余克克。。山山东东某某高高
校校学学生生武武某某等等随随演演职职人人员员吸吸食食
大大麻麻后后，，遂遂通通过过网网络络购购买买种种子子进进
行行种种植植，，利利用用微微信信、、QQQQ等等建建立立大大
麻麻群群，，并并通通过过物物流流进进行行贩贩卖卖，，涉涉
及及在在校校大大学学生生及及艺艺术术类类从从业业人人
员员众众多多。。

由由于于对对于于传传统统毒毒品品海海洛洛因因
危危害害认认识识深深刻刻，，目目前前吸吸食食海海洛洛因因
的的人人数数非非常常少少，，而而且且吸吸食食群群体体非非
常常固固定定。。

九成多吸毒者吸的是冰毒
很多人误认为冰毒不像海洛因易成瘾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山东鲁中
强制隔离戒毒所

山东女子
强制隔离戒毒所

801人 172人

为爱驱毒·毒鉴
国际禁毒日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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