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好奇尝试“笑
气”无法自拔，误入套路贷成为
运毒“马仔”……记者在云南、
浙江等地采访了解到，近年来，
大学生涉毒案件时有发生，并呈
现新趋势。一些大学生知毒防毒
意识淡薄，不慎落入毒品陷阱，
禁毒普法需要因应新挑战，拿出
真办法。

看上去很美，尝起来很“毒”

五颜六色的圆形糖果、包装精
美的进口巧克力、香味诱人的棕色
蛋糕……这些看
似美妙的“零食”
却让两位年轻人
身陷囹圄。

21 岁的小嫣是一名留学生。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她，在国外
尝试过不少印有“THC”标识的食
品。这些“零食”让小嫣吃后感觉
颇为美味。2019 年底，准备回国
的她特意购买了不少类似的糖果
点心，和寻常可见的普通零食一
起装进行李带回国内。

回国后，小嫣热情邀请朋友
品尝她带回的零食，发现大家都
很喜欢那些“THC”食品，一位朋
友小冰尝试后尤其兴奋。不久
后，小冰了解到，“THC”食品可以
转卖他人，还能小赚一笔，就设法
偷拿了一些小嫣的零食与人交
易，结果钱还没有赚到多少，就被
警方抓获，小嫣家中的“THC”食
品也被有关部门悉数查缴。

禁毒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
所谓“THC”，实际就是大麻制品
的标识。有的国家和地区允许此
类物品通过正常渠道销售，一些
不明就里的留学生出于好奇买来
一试，结果往往深陷其中。

浙江省戒毒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汪永光介绍，大麻具有很强的
精神活性，吸食少许即可出现欣
快感，摄入过量则可能出现明显
精神失常，表现为狂笑、痛哭、焦

虑或猜疑；慢性滥用更可能导致
人格改变和社会功能残疾。

经 查 ，小 嫣 从 美 国 带 回 的
“THC”食品中均检出四氢大麻
酚。办案检察官李坚表示，四氢
大麻酚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在
刑法意义上就是毒品。目前小冰
和小嫣都因涉毒犯罪而获刑。

借贷是学生，还贷是“马仔”

有的大学生因为无知猎奇尝
新为毒所害，有的大学生则是受

“套路”所迫走上涉毒歧途。

22岁的小张是就读于南京某
大学的在校大学生。2017 年，多
次借“校园贷”的他债台高筑，家
人因此遭遇各种暴力催债骚扰。
2018年，为筹款还债，他加入了一
些号称可以“赚快钱”的网络社交
群，结果被埋伏在群里的涉毒不
法分子盯上了。

在不法分子诱惑下，小张开
始频繁往来云南运输毒品赚快
钱。起初，一切和不法分子说的
一样美好，小张很快还清“校园
贷”，过起了高消费的生活。但
是，他也因此深陷毒品犯罪不能
自拔，终于在一次运毒途中被云
南警方抓获。一时的“快钱”，最
终换来惨痛的人生代价。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大学
生因借“校园贷”无力偿还以致参
与涉毒案件的情况并不鲜见。记
者从昆明铁路运输中院了解到，
此前，江西某大学一名品学兼优
的优秀学生干部小宋，因急需还
贷，被网络上兼职群中“来回两三
天可赚一万五至三万元，路上花
销全包”的工作广告吸引。在普
洱市与雇主联系上后，他却被要
求吞下毒品从事贩毒活动。此后
小宋在机场被抓获，遭到法律制

裁。

涉毒非儿戏，宣教需更新

象牙塔中的青春年华，如何
免遭毒品戕害，令人生前程凋零？

昆明铁路运输中院刑一庭庭
长秦海云认为，今日大学生群体特
殊之处在于，生理年龄虽已成年，
大部分人在心理承受力、社会经
验、处置危机能力上依然如同“未
成年人”。加上大学生往往履历干
净不易引起警察注意；意志力相对
薄弱更容易被心理控制；对相关法

律后果未必有充
分了解……因此，
他们往往成为不
法分子猎取、诱骗

进行涉毒犯罪的“猎物”。
秦海云称，此类案件中被拖

下水的多是大三、大四等正准备
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时间多在寒
暑假，也包括小长假等学生时间
充裕，有意愿打工赚钱的时段。
专家指出，无论是即将走上工作
岗位的准毕业生，还是刚刚尝试
打工的低年级学子，赚快钱的心
理普遍存在，往往给不法分子可
乘之机。

另外，近年来多种被包装为
“时尚”的新型毒品在青年群体中
流行开来的方式，也值得各界反
思。半月谈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
台搜索发现，一些在法律意义上
属于毒品的精神活性物质往往以
代号“打掩护”，稍加破解，或与卖
家私下沟通，即唾手可得。

更需要注意的是，“无知”
不应再成为大学生群体涉毒的借
口，新形势下，禁毒宣传教育要
采取新手段，拿出真办法。一方
面，应及时将新型毒品品种补充
进教育范围；另一方面，应采取
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大学
生进行禁毒教育。相应的监管措
施，也应进一步细化，全过程把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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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经此一“疫”，医学
类专业备受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关
注。目前我国的医学专业整体状况
如何？哪些学校的医学专业在学科
评估中表现更佳？填报了医学类专
业的准大学生们对医学专业报考又
有哪些新的看法？

护理学专业开设学校最多
目前，我国共有 11 个医学专业

类别，分别是医学技术类、药学类、临
床医学类、护理类、中药学类、中医学
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口腔医
学类、中西医结合类、法医学类和基
础医学类。

从具体专业设置来看，开设护理
学、药学、临床医学三个专业的学校
数量最多，分别有 281 所、242 所和
191 所。此外，医学检验技术、康复
治疗学、预防医学、康复制剂学等专
业也受到不少高校青睐。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共
有 9 个医药类学科入选 A 类学科。
其中，有11所高校的药学和10所高
校的临床医学专业被评为 A 类学
科。开设基础医学的高校虽然数量
不占优势，但仍有7所高校的该学科
获评A类学科。

从高校看，共有 23 所高校开设
的医学类专业被评为A类。其中，既
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
综合类大学，也有北京协和医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等医学类院校。作为
我国医学教育领域的排头兵，这些高
校为我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
医疗人才。

从地区看，上海、北京拥有医学
A类学科的高校数量位居第一、第二
位，领先于其他地区。

山东拥有最多的医学类院校，河
北、河南、辽宁、云南等紧跟其后。

医学专业招生稳中有进
教 育 部 数 据 显 示 ，2005-2019

年，全国医学类专业本科招生人数整
体呈上升的趋势，人数从 2005 年的
147726 人上升到 2019 年的 293119
人，增长近一倍。

2012 年起，随着医学教育改革
的不断推进，医学类专业招生人数占
总招生人数的比例较此前有较明显
上升，为我国医疗人才的培养与输送
提供了保障。

今年的“强基计划”中也出现了
医药类专业的身影，共有八所高校的

“强基计划”包含了医药类专业，分别
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四
川大学的基础医学专业和上海交通
大学的生物医学科学专业。

虽然辛苦，依然热爱
又到填报高考志愿时，今年受疫

情影响，医学类专业受到了更多考生
和家长的关注。钟南山院士也在近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更多年轻人
愿意学医。

7月19日起，有关医学类专业的
信息量逐渐增多，有关医学专业咨询
的讨论较去年同期上升50%。

夸克搜索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
势。7月，该搜索引擎上有关“医学生”

“报考医学”“医学志愿”“医学入门”等
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加93%。临床
医学、心理学、口腔医学都跻身全国热
门专业前十位。在全国各地考生中，
湖北考生最喜欢搜索医学类专业，临
床医学、医学影像学最受追捧。

当网民提及医学专业时，“奉
献”“崇高”“担当”“伟大”“辛苦”等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很高，体现了社
会各界对医护人员、医学生的正面
积极态度。

数据分析：想学医的考生多了

近日，有关女大学生失联的新闻
屡上热搜：继四川籍女大学生黄雨蒙
独自赴青海失联遭遇不测之后，南京
一应届大学毕业生李倩月失联一事
引发广泛关注，涉事女生于7月9日
上午离开与男友的共同住处后失联。

4日晚，勐海县公安局发布案情
通报称，经缜密侦查，发现李某月
（即李倩月）的男友洪某（男，24 岁，
江苏南京人）等有重大作案嫌疑。8
月 3 日，勐海警方会同南京警方在
南京市将洪某、张某光（男，21岁，江
苏宿迁人）、曹某青（男，20 岁,江苏
南京人）等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于当
日在勐海县城郊外山林中找到了被
掩埋的李某月尸体。

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洪某与张
某光、曹某青在南京合谋，张某光、曹
某青前往勐海县于7月9日晚将李某
月诱骗至该县城郊外的山林中杀害
并埋尸。

失联前曾因琐事与男友吵架
第二天去了西双版纳

李倩月的父亲李先生8月4日上午
曾告诉记者，自己在南京等待消息中。

李先生说，女儿李倩月生于1998
年，是江苏扬州人，今年7月从江苏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学院毕业，
疫情前在校外的服装店做店员，疫情
后辞掉工作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准备自
考，如果不出意外8月1日会参加江苏
省自学考试，李倩月今年端午节带男
友回了老家，俩人是在地铁上认识的。

李先生说，女儿是外向型性格，
不是想不开的人，失联前曾因琐事与
男友洪某吵架，第二日独自前往云南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散心。7月9日失联
当天，女儿还和家人正常聊天，当时
并未发现女儿有任何异常。7月10日，
男友洪某声称突然联系不上李倩月，
她的电话关机，微信、QQ 都没有回
复，他通过小区监控视频画面得知李
倩月于7月9日10时42分独自一人离

开所住小区。7月10日他和妻子接到
女儿失联的消息便急匆匆从扬州老
家赶至南京。联系了女儿的同学、朋
友都不知道，在南京寻找女儿数日未
果，7月13日报警，警方非常重视，立
即成立了工作专班，把女孩失联的轨
迹及时提供给了云南警方。

社交账号中收藏了很多勐海县
的景点、酒店

李先生从警方处了解到，李倩月
于7月9日从南京乘坐飞机到达云南
昆明，然后从昆明转机至西双版纳，
当晚9时16分到了勐海县兴海检查
站，之后便再无线索。7月24日前后，
李先生曾从南京赶往云南，并寻求当
地警方帮助。他按照女儿的路线特
意跑了一趟，但没有任何收获。因为
云南暂时没有新的线索，于是只能回
去等消息，在扬州与南京来回奔波。

失联前李倩月身边的人都不知道
她出走的真正原因，她的朋友圈因设
置了仅三天可见，李先生在没有任何
线索的情况下曾于8月2日晚上在社
交网站上发文呼吁帮助查找女儿并附
上女儿照片。李先生猜测，她去的这
个地方很有目的性，在社交账号中发
现她收藏了很多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
景点、酒店，但这些地方她自己从来没
有去过，所以怀疑是有人告诉她去这
个地方，然后在这里下车被绑架。

李倩月的男友洪某此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称，因为一些生活上的琐
事，他们经常吵架，在失联前他们为
了洗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李倩月
的手机微信等 10 日全部打不通，随
后查看了监控才发现她提着行李离
开了小区，去了西双版纳。

李倩月的亲属表示，李倩月性格
开朗外向，平时和人相处交流，都是
大大咧咧的。她也很理性，不会特别
情绪化，处理事情包括对于自己人生
规划都很冷静。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5日电
（记者张晓龙 张钟凯）见证了古丝
绸之路繁盛的楼兰古城，历经千
百年风沙侵蚀，已岌岌可危。从
今年6月起，当地启动对楼兰古城
的抢险加固工程。

记者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获悉，抢险加固的对象主
要是楼兰古城内存在安全隐患的
三间房、佛塔遗址本体以及它们
赋存的台地，工程资金总量约942

万元。
去年，文物保护人员在古城

巡查时发现，三间房、佛塔遗址所
在的台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坍
塌，两座建筑遗址本体也都存在
影响安全的裂隙、底部掏蚀、孔洞
等病害。专家认为，罗布泊一带
极端的风沙天气是造成遗址本体
及台地出现病害甚至坍塌的主要
原因。

据记者了解，工作人员选取
古城外围的土料制备土坯，对台

地坍塌部分进行土
坯砌筑支护，并按
传统工艺治理遗址
本体的病害。7 月
下旬，三间房遗址
本体及台地的加固
基本完成，工作人
员正着手对佛塔遗
址本体及台地进行
抢险加固。

曾完成敦煌莫
高窟、乐山大佛等
多项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的中铁西
北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负责实施楼兰
古城的抢险加固工
程。该公司楼兰古
城遗址加固保护项
目 部 工 程 师 周 鹏
说，为减少高温等
自然环境的不利影
响，计划从8月开始

采取夜间作业的方式对遗址进行
加固。预计到今年11 月，整体抢
险加固工程可以完工。

楼兰古城地处新疆若羌县境
内，位于今罗布泊西北角附近，为
汉代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楼兰古
城平面大致呈方形，城墙边长大约
330米，城墙用黏土和红柳枝或芦
苇建造而成。古城东北部是佛教
寺院区，保存有一座用泥土建筑的
佛塔；古城西部保存有三间房等建
筑遗址。

南京失联女大学生案件告破

新疆抢险加固楼兰古城三间房和佛塔遗址新疆抢险加固楼兰古城三间房和佛塔遗址

大学生涉毒案件呈现新趋势大学生涉毒案件呈现新趋势

这是楼兰古城内的佛塔遗址（2019年11月11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