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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世界毒品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约有2.7亿人吸毒，近3500

万人成瘾，近60万人直接死于毒品滥用。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

不仅侵害人的身体和意志，也严重消耗社会财富，毒化社会风气。宜

兴法院坚持立足审判职能，秉承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观念，从严从

重审理毒品犯罪案件。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贩卖、吸食毒品，只能坠入无尽深渊，让我

们一起对毒品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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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长期吸毒，且无固定收入，
无法支付购买毒品的高额费用，
一些吸毒人员会铤而走险，走上
以贩养吸、甚至制毒的道路，宜兴
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贩卖、制造
毒品罪案。

80后嵇某不事生产还染上
毒瘾，曾因吸毒被公安局行政拘
留并社区戒毒。然而，深陷毒品
漩涡的他不但没有悔过，还想着
自己学习制作毒品，既能满足自
身的吸毒需求，又能开辟一条

“生财之路”。他找到表弟孟某
高，将想法与其分享，孟某高也
觉得制售毒品利润丰厚，两人一
拍即合，一起在网上查阅相关制
造冰毒的资料或向他人请教，学
到不少制毒技术。回到老家后，
嵇某与孟某高利用网络平台购
入酒精、乙酸乙酯、盐酸等材料，
经过多次摸索试验，数月后，成
功制出甲基苯丙胺即被称为“冰
毒”的毒品。

孟某高有个哥哥叫孟某
进。一次偶然的机会，孟某进发
现弟弟孟某高行踪诡异，总是与
表哥嵇某在一起。几次跟踪后，
哥哥发现他俩在制造毒品。开
始，孟某进试图劝说弟弟和表哥
不要去做违法的事，后来却被巨
大利益所诱惑，帮助他们销售起
毒品来。

前年下半年，孟某高、嵇某
共谋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用于
自己吸食并贩卖获利。去年 4
月 10日，孟某高在涟水县涟水
车站附近，向吸毒人员贩卖自制
的冰毒35克。去年5月6日，嵇
某在无锡市梁溪区向吸毒人员
贩卖冰毒1克。去年4月底至5
月间，孟某高在丁蜀镇某租房内，
制造冰毒44.39克，并将部分冰
毒交被告人孟某进。同年6月4
日，孟某进与朋友张某共谋在浙
江省长兴县向吸毒人员贩卖冰
毒1克。

案发后，在孟某高租住的房
屋内，公安机关扣押到3大包晶
体状物质，在孟某高的汽车里查
扣一袋 6 小包晶体状物质，计
4.89克，查扣孟某高快递包两个，
内有晶体状物质计13.03克，在
孟某进的汽车里查扣6小包晶体
状物质计4.37克。经鉴定，均检
出有甲基苯丙胺成份，由公安机
关作收缴处理。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孟某高、嵇某非法制造毒品甲
基苯丙胺并予以贩卖，其行为均
已构成制造、贩卖毒品罪；被告人
孟某进、张某明知是毒品甲基苯

丙胺仍予以贩卖，其行为均已构
成贩卖毒品罪，且系共同犯罪，均
应予惩处。最终，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孟某高犯制造、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附加剥
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
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嵇某
犯制造、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被告人孟某进犯贩卖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张某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
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
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
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
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
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
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
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
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
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
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
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
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
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
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
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
计计算。

朋友间相互宴请可以加强
沟通、促进感情，但用毒品来请
客，有“毒”同享，不仅触犯了法
律，也害了朋友。

90后张某和居某从初中到
大专都是同学，两人兄弟相称，
关系十分亲密。2016年，因对
电影中吸毒的画面充满好奇，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俩在网
上购买了毒品。第一次吸食毒
品大麻后，两人都出现了头晕

症状，有些飘飘然，却意犹未
尽。此后，他俩又多次购买大
麻，到货后便聚到一起，有时在
张某家吸食，有时在居某家吸
食，两个小伙子变身瘾君子。
在家吸毒活动空间有限，他俩
又开始琢磨起新的玩法，在网
上购买了研磨器、卷烟器、烟嘴
和烟纸，把购买来的大麻和香
烟丝混在一起，用研磨器磨碎，
卷成香烟的形状，带到汽车内

吸食。
2016年6月至2018年9月，

居某先后在自己家中及其驾驶
的汽车中容留张某吸食毒品大
麻4次。2018年4月至10月，张
某在自己家中，多次容留居某吸
食毒品大麻。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居某和张某多次为吸毒人
员吸食毒品提供场所，其行为
均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应

予惩处。最终，居某和张某因
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均被依法
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1000元。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五十四条：
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
料，其提取物也是多种镇静剂
的来源，在我国私自种植罂粟
是违法行为。然而，仍有部分
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进行违法
种植，殊不知已触犯刑法。

马老太年过六旬，不识字，
以养殖螃蟹为生。发现螃蟹经
常患病，马老太担心不已，为了
提高螃蟹的存活率，她向有经
验的养殖户求教“偏方”，听说
罂粟可以预防螃蟹因水质和细

菌引起的疾病，立即购买了种
子。前年10月，马老太将罂粟
种子偷偷地撒在自家螃蟹塘边
的空地上。去年 4月 30日，马
老太的这片罂粟花田被公安机
关查获，并当场铲除罂粟植株
920株。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明知
罂粟是毒品原植物，马老太仍非
法种植，数量达920株，其行为已
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应
予惩处。根据马老太的犯罪情

节和悔罪表现，符合非拘禁性刑
罚条件，最终，她被判处管制十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五十一条：
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

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一）种植罂粟五百株以上

不满三千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
物数量较大的；

（二）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
种植的；

（三）抗拒铲除的。
非法种植罂粟三千株以上

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
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
的，可以免除处罚。

吸食毒品不仅严重损害自
身健康，而且对社会秩序、他人
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吸食毒
品后，吸毒人员会出现迷幻状态
和被害妄想等精神障碍，并在此
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危害他人
健康、生命的犯罪行为。宜兴法
院就审结了一起因吸毒产生幻
觉、持刀砍人的案件。

80后杨某中专毕业后在某
公司上班，1996年，他沾染上毒
品，起初吸食海洛因，后改为静
脉注射毒品。2001年，杨某因犯
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
个月，因而戒毒。2004年刑满释
放后，他又开始吸食K粉、冰毒等
毒品，吸食频率高、量大，此后便
出现精神异常，表现为幻听、关
系妄想、被害妄想等。2008年6

月，杨某因砍伤女友，犯故意杀
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
满释放后，他再次吸食 K 粉及
冰毒，半年后又出现精神异常，
怀疑周围人害他，2017年5月，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接受住
院治疗。

前年3月6日，杨某步行经
过某酒店门口时，怀疑路边行
人咳嗽吐痰是有意针对他，遂
从随身携带的双肩包中拿出一
把菜刀，将行人曾某砍伤。回
家后，他又怀疑受到隔壁住户
的威胁，手持菜刀前往隔壁宿
舍，将居住在内的唐某夫妻砍
伤。唐某夫妻报警后，杨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曾某
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唐某
夫妻的损伤程度均已构成轻伤

二级。
经司法鉴定，杨某精神异常

表现出现在吸毒之后，且服刑期
间精神异常表现的消长与吸食
毒品有时间上的高度相关性。
诊断杨某为精神活性物质所致
精神障碍，作案系在精神症状的
直接支配下所为。案发后，被告
人杨某的亲属与被害人达成调
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宜兴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
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致二人轻
伤、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
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予惩
处。考虑到杨某的吸毒行为属
于可控制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
自陷性，其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
持放任态度，应当认定具有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最终，杨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法官说法
吸食冰毒、摇头丸等合成毒

品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或被害妄
想，出现幻觉后，吸毒者往往疯
狂使用暴力攻击他人，实施故意
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且
攻击的对象多是身边的亲人、朋
友或邻居等，具有突发性和难以
预测性，造成的后果相比普通犯
罪更为严重。行为人作案时虽
然处于精神障碍发病期，但不同
于普通的精神病人，行为人对自
己的吸毒行为是可以自由决定
的，类似于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
刑事责任，吸毒后犯罪的也应当
负刑事责任。提醒大家，毒品猛
于虎，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好兄弟”互请吸毒 双双获刑

“糊涂”老太种罂粟 被判管制

男子吸毒致幻砍人 锒铛入狱

自制毒品“以贩养吸”
无一漏网

严打毒品犯罪严打毒品犯罪
法院在行动法院在行动

宜兴法院宣判一起网络贩卖毒品案件宜兴法院宣判一起网络贩卖毒品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