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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校园禁毒系列之一

前不久，台湾警方查获两名高中
生夹带逾6公斤安非他命，由桃园机场
欲闯关赴新西兰，其中一名年仅 16
岁，为岛内历年被查获最年轻的运毒

“交通”。近年来，台湾高中及以下的
在校生涉毒事件频频发生，校园毒情
严重。披上“糖衣外表”的新式毒品
比以往更具迷惑性，让涉世未深的青
少年“防不胜防”。

染毒人数远被低估

“国二 （初中二年级） 的时候，我
对读书失去了兴趣，就经常去泡网
吧，因此认识了不少社会上混的朋
友。”谈及染毒的经历，现年17岁的阿
廷说，有一次，他因为好奇这些朋友
抽的烟和自己看过的有些不一样，于
是就尝了尝，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和阿廷的情况相似，许多台湾青
少年也都通过这样的途径接触到了毒
品，成为“瘾君子”。据台湾“卫生研
究院”2009 年、2014 年的调查，台湾
地区 12至 17岁未成年族群首次使用非
法药物的平均年龄为 12.5 岁、14.8 岁，
首次使用地点在“学校”的有 23.1%、
18.3%，毒品侵入校园的比率之高，让
人心惊。有舆论指出，吸食过毒品的
青少年在步入社会后仍有很高的比率
继续使用，台清泉岗空军基地染毒，
极可能就是青少年“毒品生态链”的
延续。

但是，台湾成瘾科学会理事林沧
耀、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特聘教授
兼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杨士隆都认为，
这样的数据存在被低估的情形，与学
校的通报方式有关。林沧耀表示，学
校最大的问题是心态保守，发现学生
吸毒，都会先在校内辅导解决，严重

者才会通报曝光。“如果校内吸毒学生
100人，会被学校通报的大概只有5人。”

新款毒品难以察觉

咖啡包、巧克力、跳跳糖、梅子
粉……形形色色的休闲食品，配上花
花绿绿的外包装，对爱吃零食的孩子
们来说充满着诱惑。但鲜为人知的
是，这些糖衣外表的零食却有不少是
新式毒品。

据台湾媒体报道，此前嘉义一名
就读小学高年级的男童“小方”，只因
同学请吃包装成“小熊软糖”的摇头
丸染毒，小小年纪就开始与毒瘾抗
争；另一名重点高中的学生，见好友

吃“冰糖”提神，成绩突飞猛进，决
定跟进，事后才知道所谓的冰糖就是
毒品。

“新兴毒品包装像零嘴”，投入反
毒工作十余年的利伯他兹教育基金会
董事长冯丽华说，她发现七成孩子首
次接触毒品，都是和朋友出门游玩时
接受招待毒饮料、毒糖果所致；因外
观看不出来，所以他们也没有拒绝，
几次接触下来觉得没事，便对毒品失
去戒心。从台湾检警单位近来查获的
新兴毒品来看，山楂饼、柠檬片、小
熊软糖、罐装饮料等都位列其中，令
人目不暇接。

据了解，目前全球600多种新兴毒
品，台湾只列管其中 23 种。相关单位

受限人力、物力，就算查缉到吸毒者
也鲜少做新兴毒品检测。岛内舆论指
出，如何对新式毒品进行检验、筛
查，如何让孩子认识不同样貌的新兴
毒品，是台湾反毒的当务之急。

铤而走险参与运毒

“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朋友还免费提
供，几次后就要求轮流提供或出资合
买。”阿廷表示，吸毒初期为了买毒，
他就去打工赚钱，一个月的薪水几乎
都贡献在毒品上。但后来因为逐渐入
不敷出，就做起了替药头送货的勾
当，最终被警方逮捕。

据台湾警方透露，今年已 3 次与
“关务署”台北关联手查获出境旅客运
输毒品，逮捕12人，除1名16岁、1名
19 岁之外，其他 10 人在 20 至 25 岁之
间，都没有任何前科记录。“青少年涉
世未深，毒枭往往利用免费出国、招
待食宿、轻松赚钱为号召，加上年轻
人互相介绍，成为贩毒集团运毒的

‘交通’。其中，日本有免签证诱因，
澳大利亚、新西兰则以游学打工为掩
护，都提供了走私的便利条件。”

从近年查获的国际运毒“交通”
分析，除免费机票、食宿外，1 人 1 趟
最少有 20 万元 （新台币） 以上酬劳。
台湾警方表示，年轻人较无前科，未
成年甚至无记录，安检通关时较不易
被盯上；且贩毒集团常利用长假时旅
客、行李量大增，替“交通”报名旅
行团，降低被查获风险。但是，他们
的铤而走险也会付出惨重代价。因为
一旦被查获，这些运毒的年轻人轻则
面临漫长的牢狱之灾，重则在菲律
宾、印尼等地遭判死刑，甚至会因当
街拒捕被击毙。

身披“糖衣” 混同“零嘴”

新式毒品肆虐台湾校园
本报记者 柴逸扉

1 6岁高中生夹带毒品在机场被拦截、小学高年级学生因同学请吃包装成“小熊软糖”的摇头丸染毒
……这些案例都让人触目惊心。在台湾，青少年染毒已成为震惊全岛的重要议题，影响着台湾的青年教育
与社会发展。台湾青少年的染毒情况有多严重？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对有关防毒的法律修
改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作为对照，禁毒卓有成效的香港又有哪些宝贵经验？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关于港台禁毒反毒的系列文章，与大家探讨港台地区这一领域的现状、反思与举措。

本报上海4月30日电 （记者
姜泓冰） 为纪念香港回归 20 周
年，增进沪港教育界交流，“纪念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沪港中学校长
论坛”4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华东师
范大学举行。记者从论坛获悉，
上海香港两地在教育领域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结出硕果。香
港回归祖国 20 年间，设在华东师
范大学内的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
中心每年举办香港校长培训班，
迄今已有超过 800 名香港中学校
长、教师前来学习。

以“共享发展，传承创新”
为主题的“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
年沪港中学校长论坛”由教育部
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办，香港大
中华会协办，上海海外联谊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及香港特区政
府教育局支持。来自上海海外联
谊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华东
师范大学、香港特区政府教育
局、香港中联办教科部、香港大
中华会和首届及本届“香港中学
校长领导研习班”等的领导和嘉
宾，以及上海中学校长代表、上
海基础教育界专家和企业家代表
等200余人，围绕“共享发展、传
承创新”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和研讨。

设立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
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成立于 1989
年10月27日，是目前我国唯一的
国家级中学校长培训机构，也是
为港澳中学校长提供专业发展服
务的国家基地。近 20 年来，教育
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与香港教育
界合作举办了数十个校长及教师
培训项目。香港中学校长培训班
项目始于 1997 年，由教育部中学
校长培训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共
同创办，每年举办一次，每班学
员 40 人左右。香港特区政府教育
局则从 2011 年起参与筹办香港中
学校长领导研习班，先后组织了
174名香港中学校长参加。校长培
训中心由此在包括港澳台地区在

内的中学教育界建立了良好声誉，被称为“中学校长的黄
埔军校”“校长教育家的摇篮”。

现任香港东华三院学务总主任的吴奇壎，曾参加 1997
年的第一届香港中学校长研习班，借鉴上海同行的经验重
新整理了工作思路。他说，希望这一平台能够拓展更多两
地教育合作领域，让香港与内地共享丰富的发展机遇。

论坛期间，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香港中文大
学教育学院教授彭新强等专家就“新质量时代的教育核心
素养培育”“全球化时代的学校领导创新”等内容发表了主
题报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徐向东、复旦大学附
属中学校长吴坚、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校
长陈伟佳等介绍了沪港两地在“慕课”建设、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和直资学校改革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2017 年度

“香港中学校长领导研习班”的39名学员参加了本次论坛，
与上海嘉宾就如何使学校教育与国家发展进程密切结合、
学校教育如何适应全球化及信息化时代发展需要等议题展
开交流互动，并参访了在培育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建树不俗
的百年历史名校七一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表示，沪港两地教育工作者通
过持续不断的专业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双
方在基础教育领域尤其是在校长专业发展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成为连结沪港教育乃至内地与香港教育的重要通道，
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戴晶
斌表示，沪港中学校长教育发展论坛活动“是沪港教育界
的一件盛事，对于增进沪港交流和促进两地教育事业的发
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香港中学校长培训班是
沪港教育界交流合作的成功典范，也是一项利在长远、厚
积薄发的基础工作，可以更好地服务和引导两地青年的成
长成才。

香港大中华会主席胡葆琳指出，中学阶段是孩子们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学校长是孩子
们人生关键时期重要的领路人。她认为，回归祖国 20 年，
但香港的国情教育开展得还不够，希望校长们能够多引导
学生了解祖国，认同自己的身份，将个人梦想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合起来，成为爱国爱港的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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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十二生肖毒包”以新奇有趣包装，诱骗青少年上瘾。
图片由台湾警务部门提供

“我希望通过参加这个计划可以在外
语和法律的学习上有所突破，在将来为
社会多做贡献，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2013级法学院学生于上卿说。

3月上旬，安徽大学2013级法学院3
名学生张天宇、于上卿和王蓉蓉顺利通
过 2016年度“澳门同济慈善会培养中葡
法律双语人才计划”招生考试。这是该
项目首次在安徽大学招生。该招生计划
面向法律系本科应届四年级学生，将进
行为期不超过 4 年的培训，其中在葡萄
牙进修葡萄牙语为期 2 年；攻读澳门大
学或萄葡牙的大学法律硕士课程2年。

澳门同济慈善会是由安徽大学校友
曹其真女士及社会知名人士林金城先生

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该会自 2010年开
展的“中葡法律双语人才计划”旨在资
助学生学习葡萄牙语和完成法律硕士学
位课程，同时亦着重学生的爱国品德和
文化修养的教育，希望可培养出一批德
智体全面发展、为国家和社会担起应负
的责任的青年。“中葡法律双语人才计
划”招生至今，已收学生共61名。

曹其真女士是 1963 年毕业于安徽大
学物理系的学生，1999年获选为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主席。“当了十年立法
会主席后，我用自己的积蓄办了澳门同济
慈善会，我想在人生中做些想做的事。”曹
其真在2012年回到安徽大学作报告时说。

据悉，曹其真出身名门，父亲是

“港龙航空”创办人曹光彪。她的小学、
中学和大学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内地完
成，从小自食其力、勤俭节约的她，清
楚地感受到赚钱的辛苦和贫穷的痛苦。

关于为什么要从事慈善事业，曹其
真曾在文章中表示，过去的求学、创业
以及从政时接触到普罗大众的经历，使
得她发现社会上有很多人还在温饱线上
挣扎着，有的甚至还过着贫穷的生活。

“我开始产生自己必须为贫穷和尚未解决
温饱问题的人们做些什么的念头。”

曹其真女士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她的
话。为了支持安徽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培养具有“中国心、世界人”品格的安
大优秀学子，曹其真早在 2012年就为安

徽大学捐款 1000 万元人民币。2013 年，
学校成立“曹其真校友捐赠助学金”专
门评审委员会，为文典学院学生到国外
学习、研修提供专项助学金。

2013年至今，安徽大学已选派四届学
生共计 25 人，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等高校交流学习一学年。
经过一年的访学交流，他们获得了多种国
际文化背景下的国外学习机会，拓宽了国
际视野，提升了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

“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的一年里，我
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很多。这次英
国学习之行是我人生中极为宝贵的经
历。”从安徽大学毕业、现就读于中国科
技大学的赵力杰说。

文典学院 2015 届受资助毕业生王潇
阳感慨道：“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人能有
机会去到遥远的地方，同时不忘记读
书，都是一件幸运的事。这幸运离不开
学校和老师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为母
校慷慨解囊的曹其真女士”。

（据中新社合肥4月29日电）

澳门同济慈善会资助学子圆梦
张 俊

4月29日，中国女排运
动员杨方旭与前中国女排运
动员孙玥来到香港沙田圆洲
角体育馆的奥运奖牌运动员
训练营，与 200多名香港青
少年运动员互动，和他们一
起交流球技、分享经验。

图为前中国女排运动员
孙玥（右）与青少年球员对练。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女排国手
VS

香港少年

本报北京4月30日电（记者张盼） 由北京市丰台区餐
饮住宿服务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二届“高雄特色周·六合夜市
在丰台”活动在北京万丰小吃城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从4月
29日持续到5月3日，以“品美食、赏文化、促交流、共发
展”为主题，将高雄六合夜市与北京传统小吃结合起来，
通过开展小吃与伴手礼展示、文化展演等活动，拉近两岸
民众距离，促进两岸民众深度了解，带动京台文化与经济
融合发展。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设有18个小吃展区和10个伴
手礼展区，参展单位来自高雄市六合夜市和北京台资企业
协会丰台分会，带来的都是地道的台湾特色小吃和伴手
礼，有大肠包小肠、牛轧糖、蚵仔煎、沙茶鱿鱼等招牌特
色小吃60余类，让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原汁原味
的台湾小吃。

台湾中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监事长连文滨说，两
岸一家亲，饮食口味也相近。民以食为天，此次两岸交流
以饮食为主题，颇为亲切。台湾虽然不大，但有上百个夜
市，小吃种类丰富。六合夜市此次携台湾小吃到北京，希
望能让更多人品尝，也欢迎大陆民众到高雄做客。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为民众准备了精彩的文化交流展
演，主要以戏曲、非遗文化表演等丰台区文化特色为主，
节目每天在万丰小吃城舞台循环表演。此外，在互动交流
环节中设立了教学体验活动，邀请两岸精品特色小吃厨师
现场教民众制作小吃，让来就餐的民众不但尝到了美味还
学到了手艺。活动还特别安排了两岸基层社区交流展演，
通过互动，促进两岸基层民众的感情，加深彼此的了解。

高雄特色周亮相北京
展出60余类台湾特色小吃

高雄特色周亮相北京
展出60余类台湾特色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