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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与周

边八个国家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欧洲商贸

的重要纽带，是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也正因为

如此，鸦片和大麻很早以前就伴随着各类货物进

入我国，其中新疆受影响最为严重。正因为新疆

吸食大麻问题具有较长的历史，吸食大麻已经成

为当地人的习惯，所以我国新疆籍人员吸食大麻

问题最为严重，也最难解决。随着国际禁毒形势

的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完善了相关禁毒立法，针

对毒品问题加大了打击力度。1991年 11月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23次会议通

过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禁止大麻毒品条例》，

反映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彻底解决新

疆吸食大麻问题的决心。通过近些年的不懈努

力，新疆吸食大麻的问题有所改善，但是问题依

旧严重。特别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越来

越的年轻人通过网络社交、购物、收集信息，增

加了接触毒品的风险。新疆吸食大麻人群低龄化

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研究新疆青少年吸食大

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疆大麻问题的现状

由于历史、地缘、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新疆成为我国最早种植大麻的地区。新疆的

气候条件施以大麻的种植，并且品质优良，所以

自古以来新疆生产的大麻供不应求，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虽然新疆从清代至国民政府时期经历了

三次大规模的禁毒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政府管理

松散、腐败等问题，未能有效控制新疆大麻、鸦

片种植和吸食毒品问题的蔓延。新中国成立后，

新疆的大麻和鸦片种植基本被铲除，但是到了 20
世纪 60年代，种植吸食大麻的问题又死灰复燃。

长期以来，部分新疆群众对大麻存在错误认识，

不认为大麻是毒品，吸食大麻已经成为当地人的

一种“习惯”。

2016 年，新疆全年共破获大麻案件 521 起，

同比上升 1.4%。抓获犯罪嫌疑人 613名，同比上

升 3.4%。共缴获大麻 1.04 吨，同比下降 86.7%，

其中 25.2%来自外省，主要为吉林、黑龙江。新

疆籍涉毒人员前往吉林、黑龙江等地，与当地毒

贩相互勾连，通过物流寄递、客运大巴、火车等

运输方式，将低价购买的大麻运至喀什、阿克苏

等地进行分销。2016年，新疆共破获非法种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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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94起，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06人，铲除罂粟

10430株，大麻 182235株。[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新疆市场对于大麻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南

疆成为吸食大麻问题的重灾区。由于新疆境内对

种植大麻类植物查处比较严格，现在出现新疆籍

贩毒人员到内地省市种植大麻，并返销新疆的情

况。通过对新疆打击处理的吸食大麻人群分析发

现，吸食大麻人群中青少年比例最大，男性、少

数民族居多。在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群中，大中

专院校的学生所占比例较大，这个问题应当引起

我们足够的重视。他们通过聚众吸食麻烟的方式

进行社交，往往一个吸食麻烟的学生可以影响身

边若干个的学生。他们会选择娱乐场所或者其他

隐蔽的场所聚众吸食大麻，如 KTV、宿舍楼楼

顶。吸食大麻的人根据吸食大麻后的感觉创造出

一 些 暗 语 ， 如 将 吸 食 大 麻 的 行 为 称 作 “ 开 飞

机”，将吸食大麻的人称作“飞行员”。用暗语交

流的目的一方面便于他们沟通，另一方面具有一

定隐蔽性企图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由于大麻的

物理属性具有多种形态，使普通人很难区别大麻

烟和普通烟的区别，再加之很多人对大麻认识有

偏差，认为大麻成瘾性较低的，导致大麻较其他

毒品具有较高的伪装性，吸食大麻行为不容易被

发觉。

二、新疆青少年吸食大麻的原因

（一） 历史原因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

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造就了新疆多元化

的社会环境。古代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商

品出口欧洲，西方的很多商品也通过古丝绸之路

源源不断的进入了我国。早在 16 至 17 世纪，大

麻就作为商品进入了新疆。早期大麻是被当做油

料作物和药物来使用，之后被人发现在吸食大麻

之后会产生快感、缓解疼痛等功效，开始在上层

社会和商人之间流传，随后大麻开始流向社会各

阶层。随着新疆吸食大麻人数的不断上升，在全

疆范围内开始大面积的种植大麻。由于新疆的气

候条件和地理坏境施以大麻的生长，所以新疆生

产的大麻非常受欢迎，甚至远销海外。当时，

“麦盖提麻烟”和“莎车麻烟”最有名。 [2] 由于大

麻具有一定的药性，所以深受新疆当地群众喜

爱，尤其是南疆少数民族群众，吸食大麻行为比

较普遍。与此同时，解放前各时期的新疆政府对

于大麻管理非常松散，无形中放任了吸食大麻行

为的蔓延。

（二） 家庭原因

新疆是我国边疆经济欠发达省份，农牧区人

口占全区人口的一半以上。新疆地广人稀，人口

分布不均匀，绝大多数地区经济落后。尤其是南

疆农牧区家庭主要依托农业、牧业等初级产品生

产为主要经济收入，容易受到特殊气候条件的影

响，家庭年收入非常有限。新疆少数民族家庭子

女较多，家庭给予青少年的关注较为有限。虽然

新疆在中央的支持下，在 2017 年基本实现了 12
年免费教育，2018年计划实现 15年免费教育。但

是家长每日忙于辛苦的劳作，没事时间和精力管

教子女，青少年的成长处于失控状态。更关键的

是很多家长自身文化层次很低，没有能力对子女

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的甚至自己就是劣迹缠

身，在这种家庭成长的青少年认知水品不高，对

于外界的诱惑抵御能力较低，更容易接触大麻。

当然，还有一些青少年接触毒品与其他内地省份

的情况相似，如家庭教育方式、家庭不和睦等。

苛刻的家庭教育和过分的宠爱，都会使青少年产

生消极心理，增加其接毒品的概率。还有由于家

庭不和睦，甚至离异，导致青少年失去家庭的关

爱，过早的接触社会引发吸毒问题。

（三） 社会原因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

路”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新疆社会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新

疆综合实力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新疆

的教育方面发展存在教学理念落后、管理水平较

低、师资力量匮乏等诸多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意识到教育是维护新疆稳定和长治

久安的基础，所以从 2016年实施农村学前三年免

费教育工作“两步走”规划。仅 2016 年就建成

5453个应急幼儿园，超过 43万新增适龄儿童进入

幼儿园学习生活。[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力求通过加强基层教育水平，扩大教育范围，通

过提升全疆青少年的文化水平，提高学生自觉抵

御不法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放

大了新疆基层师资队伍匮乏、教学和管理水平滞

后等问题。在新疆基层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人

数与学生人数比例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老师要

管理数百名学生，即便老师倾其所有的精力投身

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中，也无法保证关注到每一

个学生。所以有些学生出现逃课现象，过早的接

触社会，容易沾染社会恶习。也存在个别学校对

于学生吸食大麻的行为不够重视，有的学校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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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有学生吸食大麻，考虑到学校声誉和年终综

合治理考核等因素，对于学生吸食大麻的行为没

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与此同时，社会偏见导致社

会给于已经吸食大麻的青少年关注不够，甚至将

他们标签化为“问题青少年”，忽视了他们还是

青少年甚至是未成年人的事实。“问题青少年”

缺少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导致这些所谓“问题青

少年”流向社会，扰乱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更多

的青少年。

（四） 自身原因

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育健全人格的阶段，具

有较强的好奇心，喜欢争强好胜，乐于模仿，自

控力较差。如果青少年经过了较为完善的教育，

其自身抵御外界影响的能力可能相对较高，但是

如果青少年的文化水平较低，一旦青少年接触到

了风险群体后果则很难预测。在新疆青少年接触

大麻的方式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一种是以南

疆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该地区经济相对落

后，在农闲期间吸食大麻成为当地社会较为普遍

的现象。成年人吸食大麻的“示范效应”对于该

地区的青少年影响非常大。加之该地区业余文化

生活较为单调，没有更多的途径施展自己的才

能，大多数青少年喜欢聚集在一起进行社交活

动，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人吸食大麻，就会

吸引一群青少年的注意，其中自我控制力较差好

奇心强的青少年就有可能吸食大麻。另外一种是

以北疆为代表的经济较发达地区，该地区城镇基

础设施较为完备，网络和手机的高速发展为青少

年感知世界创造了新的途径。该地区的青少年通

过传统社交接触大麻的同时，还利用互联网络的

便利性拓宽了接触社会的渠道。该地区青少年在

业余时间更喜欢通过网络进行社交、购物、娱

乐。网络的便捷，拓宽了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渠

道，增加了青少年获取的信息量，在好奇心的驱

使下会在网络上寻找新奇的事物来满足自己的好

奇心。受好奇心和侥幸心理的影响，青少年往往

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受吸食大麻人员影响的概

率较大。

三、对于解决新疆青少年吸食大麻问题的几

点建议

（一） 加强对新疆青少年的大麻毒品预防教育

新疆吸食大麻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一蹴而

就就能解决的，需要靠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

力，营造出良好的健康的社会环境。

1.家庭方面

父母是每个人第一任老师，也是人生最重要

的老师，而家庭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校，家庭

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础。父母的言行对于孩

子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所以在家庭教育中父母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新疆吸食大麻的问题较

为严重，有些家长本身就参与吸食大麻，所以从

家庭方面影响青少年难度较大。针对这个问题，

可以由新疆基层社区要发挥职能作用，弥补家庭

教育的欠缺。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应当走进社区家

庭对成年人和青少年同时进行禁毒知识的宣传，

收集涉毒人员信息及时反馈公安机关。针对南疆

经济较为落后，家庭业余文化生活匮乏，群众无

所事事容易滋生吸食大麻的问题，社区应当积极

与“访惠聚”工作组合作。除了筹办夜校加强对

社区居民进行宣传教育，还应当组织各类文艺体

育活动，丰富南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从而营

造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

2. 学校方面

鉴于新疆特殊的禁毒形势，学校引导教育青

少年的任务更加艰巨。学校要依托文化教育和素

质教育的这个平台，强化禁毒知识的宣传，增加

文体活动，并加强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对于不同年龄阶层青少年的身心特

点，学校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教育手段和内容，从

青少年身边的实例说起，加深青少年对毒品危害

的认识。对于幼儿园和小学年龄较小的学生，主

要通过讲授、多媒体进行宣传教育，并要求其回

家将禁毒知识传递给家长，监督父母的行为。组

织高年级学生成立禁毒志愿队伍，直接参与禁毒

工作，直观感受吸食大麻的危害结果，以起到警

示作用。帮助青少年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和文明

的生活习惯，提高整体素质，自觉抵御毒品的侵害。

3.社会方面

强化全社会的法制教育，营造全民禁毒的良

好氛围，改善社会大环境是解决青少年吸食大麻

问题基础。政府在解决新疆青少年吸食大麻问题

中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应当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进行禁毒宣传和管理，同时整合所有社会力量参

与其中。普及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毒

品危害。针对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吸食大麻就

严重的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广大宗教人士作用，

从宗教的角度解读吸食毒品的危害，净化社会环

境。在继续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进

行双语禁毒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应当利用青少年

所喜爱的网络和手机开展宣传教育。聘请在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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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群体心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体明星参与

禁毒宣传，通过制作双语访谈类节目、视频、图

片等形式的宣传品推送到各类无限终端，通过各

种途径提升青少年的防毒意识。精心组织各类文

体活动，将新疆各族青少年的注意力从各类社会

不良行为上转移到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上

来。对于吸食大麻已经成瘾的青少年，政府全社

会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不是将他们推向社会

的对立面。加强戒毒力度，挽救吸毒成瘾的青少

年不仅挽救吸毒青少年的个体，而且也是降低更

多的青少年群体被影响的风险。

（二） 坚决打击大麻种植贩卖犯罪活动

纵观历史，新疆任何时期的吸食大麻问题与

大麻的种植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早在 1985年就发布了 《关于禁止种植大

麻原植物的通知》，199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又颁布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禁止大麻

毒品条例》，在全疆范围全面禁止大麻种植、贩

卖与吸食。在当时一段时间里，新疆大麻问题暂

时得以控制。但是新疆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小规模

的大麻种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流动加大，有

些新疆籍贩毒人员开始外流至他省寻找到新的渠

道获取大麻。他们将大麻种子带到内地省市寻找

当地劳动力种植大麻，由于大麻本身具有经济作

物的特性，再加之当地政府对大麻毒品警惕性较

低，所以种植大麻作物的环境相对宽松，出现在

内地省市种植大麻返销新疆的情况。其中黑龙

江、吉林、云南、山东等省份都出现过新疆籍贩

毒人员雇佣当地劳动力种植大麻并返销新疆的案

件。由此可见，大麻毒品问题不是新疆一个省份

的问题，而是全国共同的问题。解决新疆青少年

吸食大麻问题，离不开兄弟省市的协同配合，打

好毒品堵源截流攻坚战。持续严厉打击贩卖毒品

犯罪活动，尤其是从重处理向青少年贩卖大麻的

犯罪分子。

（三） 感化挽救吸毒大麻青少年

青少年处在人生的成长阶段，身体、心理、

性格都在完善，在这个过程中犯错在所难免。我

们不能因为某个年轻人犯错了错就彻底的抛弃

他，相反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全社会的包容和帮

助。绝大多数青少年接触大麻，是受好奇心或者

受他人诱惑的影响，并没有主观恶性。他们是吸

毒违法行为人，是毒品受害人，也是需要得到治

疗的病人。吸食大麻的青年人如果不能被社会所

接纳，那他极有可能会走向社会的对立面，那时

他将对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社会对他们

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避免偏见，拒绝身份

“标签化”。面对新疆青少年日益严重的吸食大麻

问题，家庭、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投

身戒毒工作中，从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出发各尽所

能，探寻符合新疆青少年特点的教育感化戒毒方

式，提升戒毒工作效率。对于经过教育感化成功

摆脱毒瘾困扰的年轻人，在征得本人同意并保护

个人隐私的情况下，鼓励其现身说法，帮助其他

涉毒青少年摆脱毒瘾。在教育感化吸食大麻青少

年时，我们还应考虑到很多青少年正处在青春

期，叛逆思想严重，心理干预非常必要。对于仍

在 15年免费教育年龄段的青少年，一定要帮助其

完成学业，接受文化教育。超过 15年免费教育年

龄的青少年，政府应当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并帮

助其寻找接收企业，重新融入社会。

（四） 提升南疆基层教育水平

南疆基层教育水平较低，是造成新疆南疆吸

食大麻问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很多南疆家庭

成员文化普遍偏低，有的父母自己就是大麻毒品

成瘾者，因此在吸食大麻问题上家庭无法给予青

少年正常的引导和教育。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依托

基层社区，针对南疆农牧区群众，利用农闲和晚

上的时间开办业余学校和夜校。授课内容主要安

排法律知识、国语、中华文化、农机知识等内

容。对于缺少授课教师的问题，可以依靠基层教

师，也可以寻求“访惠聚”工作组的支持。自治

区应当鼓励师范类院校的毕业生赴南疆从事教育

工作，对于选择赴南疆工作的毕业生政策倾斜和

优厚福利待遇。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聘请优秀

人才来疆支教，为新疆的教育事业带来活力，平

衡南北疆文化教育水平。

综上所述，解决新疆青少年吸食大麻问题是

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全疆各族人民群众都有责

任有义务投身到禁毒工作中来，为实现新疆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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