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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官方微
博通报称，歌手陈某某因吸毒、非法持有毒
品，于11月26日被行政拘留。

近年来，明星吸毒事件不时被曝光。对
此，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专家。

国内外都不能容忍明星吸毒国内外都不能容忍明星吸毒

根据警方通报，陈某某在某小区内被抓
获，现场起获冰毒7.96克、大麻2.14克，在
场的还有一名何姓女子。

对于陈某某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北京市禁毒委专家咨询委员皮艺军认
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之规
定，吸食、注射毒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一般处置吸毒行为，第一次拘
留，第二次可能就要强制隔离戒毒。刑法
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非法持有鸦片 200
克以上、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 10 克以上或
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成立非法持有毒
品罪。

“一般来说，如果查获的毒品量较大，
可能有贩卖毒品的嫌疑，而此案现场起获冰
毒和大麻的量比较少，基本都是自用，没有
达到 10 克的入刑标准，陈某某可能不会因
非法持有毒品的罪名被起诉。根据通报，现
场还有另外一名女性在场，如果这是小范
围、私密的吸毒行为，并非一次容留多人吸
食、注射毒品，也不是多次容留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陈某某可能不会构成容留他人吸
毒罪。”皮艺军说。

早在 2014 年，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就
与北京 42 家经纪机构和表演团体签订 《北
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
组织涉毒艺人参加演艺活动，净化演艺界队
伍。今年9月8日，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成立5
个专业委员会，道德自律委员会发布《北京
演艺行业道德自律行为规范》和《北京市演
艺界慎独自律倡议书》，表态坚决不用黄赌
毒艺人。

“我赞成演艺协会发布这类倡议书，因
为行业自律是很必要的。在娱乐领域，明
星吸毒是否高发尚且不论，最起码这些人
的影响力比较大，而且影响的人群正好是
容易效仿他人行为的年轻人。所以明星涉
嫌吸毒被曝光后，应该给予必要的惩戒。”
皮艺军说。

“不过，我还是主张，只要明星不是
屡犯，还是应该给他们复出的机会。我们
经常会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人做了一
件坏事可能就被认为是一个彻底的坏人，
所以有的明星复出后会出现强烈的舆论反
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事不对人，如果
明星真正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为
反吸毒问题作出积极行动，还是可以给他
们复出的机会。当然，如果是歌迷、影迷
群体本身不再为这些明星消费，那么他们
即使复出也毫无意义，这是市场对他们的
惩戒。”皮艺军说。

据媒体报道，2014年8月14日，台湾艺
人柯某某因在北京吸毒被刑拘。获释后，他
在大陆与台湾分别举行了道歉会。返台后，
当地司法部门认为柯某某没有前科、犯后态
度良好，判他缓起诉 2 年，自费戒瘾治疗，
如他2年内无故未配合疗程3次，或未配合
验尿再被验出吸毒，将撤销缓起诉，直接起
诉。

吸毒后，柯某某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
尽管他一度销声匿迹，但这位有吸毒前科的
艺人还是想尝试复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关
于对待失足年轻人的态度，国家曾经提出

“像家长对待子女，像医生对待病人”的方
针，主张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恶从善。但是现
在有一些年轻明星，平时被光环笼罩，接触
黄赌毒之后也觉得无所谓，甚至可能出现刚
出监狱马上又去演出的情况，对这一点要持
严厉的批判态度。

“日本艺人酒井法子就是一个例子，因
为在她的包里查到0.08克海洛因，清纯偶像
形象一夜崩塌，从此名气一落千丈，几乎没
有了演出机会。这样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
国外，社会都不能容忍明星吸毒这一问题，
一旦触碰黄赌毒的红线，就应该对他们进行
严厉惩戒。”王大伟说。

一些人忘乎所以更易受毒品诱惑一些人忘乎所以更易受毒品诱惑

纵观近年来媒体公开报道，明星吸毒事
件不少。明星吸毒的背后，有人说是有压
力，有人说想找灵感，有人则称是为了寻求
刺激，究竟是什么促使明星尤其是年轻明星
吸毒？

“跟普通人相比，明星在社会上有很高
的声望，也有很高的收入，在这双重因素作
用下，他们容易忘乎所以，容易受到毒品的
诱惑。”皮艺军说。

皮艺军告诉记者，一旦沾染冰毒等吸食
方式简单的毒品，人们就很容易在聚会的场
合想到它，觉得这样才能“尽兴”。目前国
际上对毒品的定义也有较大争议。可能有些
国家的大麻合法化让一些明星产生误解，认
为大麻可以作为烟草，冰毒可以作为药品，
用这种错误的认知方式为自己的吸毒行为找
理由。

王大伟认为，吸毒原因有很多种，有些
人可能是怀着好奇去寻求刺激，有的则是受
到别人的欺骗，比如说鸦片、海洛因等是传
统毒品，冰毒等属于新型毒品。现在有一种
误传，号称新型毒品不容易上瘾，甚至还可
以减肥等。这些错误的说法都可能让人们产

生一些错误观念。其实，与传统毒品相比，
新型毒品都是化学物质合成的，对人的危害
程度只会更大。

“有好多人并不是自己想吸毒，可能被
别人撺掇、欺骗而吸食毒品，慢慢形成了
毒瘾。人的大脑中有一种神经介质叫多巴
胺，能让人产生幸福感。吸毒的人多巴胺
分泌减少，所以要想让自己有一定幸福
感，就必须反复吸毒。有人以为自己有意
志力戒毒，就放松警惕，但是毒品已经影
响了大脑的神经中枢系统，‘一朝吸毒，十
年戒毒，终身想毒’，毒瘾就是越吸越多，
越吸越厉害，一旦进去之后想摆脱就太难
了。”王大伟说。

王大伟还告诉记者:“吸毒非常费钱，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以淫养吸’，就是说普
通女孩一旦吸毒，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就靠
卖淫获得购买毒品的资金。男孩要吸毒，一
般就会跟其他刑事犯罪结合起来，比如抢
劫、盗窃等。所以说毒品是万恶之源。而对
明星来说，因为他们收入高，可能就对自己
降低了要求。”

在明星人群中，吸毒者增多后可能还会
相互影响。

“犯罪学中有一个专门名词叫‘亚文

化’，是指在一个圈子里，有与主流文化不
一样的东西。比如，在一般人的圈子里，大
家都对吸毒深恶痛绝，但在个别小圈子里可
能就会觉得吸毒没那么可怕，甚至将其作为
时髦的标志，这些都可能是造成明星吸毒的
原因。”王大伟说。

强化禁毒教育消除侥幸心理强化禁毒教育消除侥幸心理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无疑要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对其吸毒行为也要严格禁止。

皮艺军认为，明星的粉丝都是一些追
星族，崇拜、模仿心理较强，自身世界
观、价值观容易受到影响。明星的一举一
动都可能为他们所仿效。明星作为公众人
物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名声和金钱都是粉
丝给的，没有粉丝买单、买票，他们就不
会有这样的社会地位，所以必须要对他们
负责。

“明星应该知道追星族有些时候是非理
性的，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产生偏差，就不
是其个人问题，而会对一个大的群体包括整
个社会产生恶劣影响。这与一个普通人吸毒
的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公众人物
一定不能有越轨心理，这里说的‘轨’不是
外在法律，而应该是内在价值观，是一种规
则意识，当自己意识到某种行为不好时，就
一定要避免，而不是非要等到触犯法律时再
停止。”皮艺军说。

“有一种说法叫‘倒影现象’，意思是公
园里的宝塔特别高，宝塔在水里的倒影也就
很长。所以，一个人的名气大了，也应该有
相应地对自己的约束机制。因此对公众人物
道德方面要求更高一些。艺术家要德艺双
馨，首先有德，然后才是艺术上的成就。虽
然明星也是普通人，但在很多问题上不能把
自己当普通人，毕竟他们有大量粉丝。明星
应该给粉丝作出表率，给社会传播正能量，
更要注重道德修养，规范自己的言行，千万
不能沾黄赌毒。”王大伟说。

今年我国禁毒日的宣传主题为“无毒青
春，健康生活”，禁毒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

皮艺军认为，应该把毒品的产生机制和
危害性真实地告诉年轻人，而不是采取通常
意义上的吓唬或者威慑等手段。有一些人抱
着侥幸心理，认为冰毒是“娱乐毒品”，跟
海洛因不一样，不会出现很明显的症状，如
全身骨骼和肌肉酸痛、焦虑狂躁甚至是自杀
轻生等，这可能给人一种误解，好像冰毒是
可以吸也很容易戒的。一定要让年轻人打消
这些念头，冰毒是新型合成毒品，人对其依
赖性更强。毒品不可能让人消愁解闷，人的
烦恼是实实在在的烦恼，不可能通过毒品解
决，而且在短暂的快感后面隐藏着更剧烈的
痛苦。

“ 要 加 强 对 娱 乐 场 所 的 检 查 ， 除 了
KTV、夜总会以外，还应该格外留意青少年
的生日聚会等场合。要提醒他们，如果聚会
时来了陌生人，不排除是毒贩子的可能。毒
贩子可能会给年轻人一些经过伪装的毒品，
让他们对毒品产生依赖，继而购买毒品。这
些人是以贩养吸，就是通过卖毒品的钱去吸
毒，必须要严加警惕。现实中，如果在歌
厅、舞厅查出毒品，应该对这些娱乐场所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要求这些娱乐场所停业，
至少是限期整改。这些行业也必须要加强自
律，自身建立自查机制，在容易出现毒品的
环节严加防范。”皮艺军说。

目前，禁毒宣传教育一直在进行，但
皮艺军认为，有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
决，那就是没有足够多的社会团体参与进
来。“经过专门培训的志愿者，可以深入到
各个社区进行宣传。他们有两点优势，第
一，他们是志愿者，责任心比较强，可以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件事情中去；第二，他
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现在应该让这些
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中，他们可以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心理辅
导，可以进行轮回讲解，可以深入到班级
中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另外，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很大的展览
中心开展禁毒宣传。这种把宣传材料放在一
个固定地点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达不
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可以把禁毒展览用活动
展板的形式放到各个学校、各个社区，效果
会更好。”皮艺军说。

本报综合消息

近期，我市部分村委会或村委会委托的新村安置用房承建单位违法向社会销售新村安
置用房，此类房屋属于“小产权”房屋，该销售行为严重扰乱了西宁市房地产市场秩序。按相
关规定此类房屋不得面向社会进行销售，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存
在严重风险，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同时我局提醒广大购房人，您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要增强自身的风险意识,请把握好以
下购房规则：

1.查验该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其中《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须对应楼号查验原件。

2.通过登陆青海省商品房网上签约系统签订网上电子版《商品房认购书》,《预(现)售商品
房买卖合同》。

3.您在交纳购房款时应交至公示在售楼场所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银
行账户中，不能交至私人账户，交款后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具相应的财务票据。

4.您在签订《预(现)售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立即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所签合同进行网
络提交办结工作，西宁市商品房网上签约系统将在合同签订并提交后 24 小时内自动备案。
您可以使用手机“扫一扫”功能扫描合同文本封面二维码查询所购房屋信息及合同登记备案
信息。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8年12月6日

公 告

2018年12月3日为“国际残疾人日”，由
民建青海省委主办的2018“共筑梦想 爱在高
原”残疾人手工作品慈善公益拍卖会在西宁
建银宾馆四楼多功能厅圆满落幕。本场慈善
公益拍卖携手青海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
心、青海省拍卖行共同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
心培训班学员技能提升筹集善款，用公益能
量回馈社会，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场慈善拍卖会分残疾学员义演、残疾人
手工作品拍卖、部分手工作品义卖三个主体板
块构成。将募得善款全部赠于青海省残疾人就

业服务指导中心公益项目。现场拍卖环节中，
青海省拍卖行国家注册拍卖师赵悦江现场主持
拍卖会，民建青海省委、青海省残疾人就业服务
指导中心相关领导到场为慈善募捐助力。

本场拍卖会共计作品40件，起拍价从80
元到3万元不等。其中玉制品《紫气东来》、
刺绣作品《鱼》、钻石画《吻》，剪纸作品《孔雀
开屏》以及皮绣作品《在哪遥远的地方》等大
多数手工制作品均被拍出。到会爱心人士争
先恐后、积极应价，为残疾人事业汇聚慈善爱
心力量。

“共筑梦想 爱在高原”慈善公益圆满落槌

专家分析明星吸毒不时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