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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法制周报记者 郭薇灿

12月19日，长沙，雨。
黄褐色的雾霾笼罩在星城上空。
新开铺强戒所工作车间里，周宇（化名）

正埋头做着手上的活。白色的电线在他手上
缠绕，不时眉头紧锁。

眼前的周宇，白净、帅气。
曾当过刑警，做过检察官的他，在外人

眼中，曾前途无量。然而，一场车祸带来的身
体创伤，让他习惯了用毒品来麻醉自己。

日复一日，身体上的伤痛好了，毒品带
来的心瘾却始终难除。如今，他留着平头，穿
着浅蓝色的学员装，和其他学员一样，接受
戒毒教育。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强戒所教育矫治
工作一直处于全省前列。目前，该所在所戒
毒人员1800人， 其中吸食新型毒品人员占
六成，艾滋病感染者6人，是全省收治人数最
多、地域最广、规模最大的强戒所。

曾因卧底获公安部三等功
在周围人眼中，周宇的家庭条件是优越

的。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受

父亲影响， 周宇19岁从湖南省警察学院毕
业，在长沙市某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

聊起当年的勇猛，周宇耸耸肩，整个人
放松许多。

“那时候，什么都不怕。”从警期间，他曾
剃光头，以一名扒手的身份进入长沙市某看
守所卧底11天， 成功套取了一犯罪嫌疑人
信息，为破获当时长沙最大的假钞案提供了
重要线索。因此，周宇荣立公安部三等功。

在工作后的第5年， 因为对法律的爱
好，周宇通过脱产考试，到北京大学法学院
进行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 并于2001年通
过了司法考试。随后，他与人合伙在北京开
办了律师事务所。

2002年， 周宇被调到长沙某检察院反
渎职犯罪侦查局工作，曾参与办理郴州市原
纪委书记曾锦春案。“曾锦春的儿子是我们
抓回来的。当时他主要在北京活动，不断更
换住处和电话号码。当时，我带了一个组在
北京蹲守，最终在他的同学家将其抓获。”

那段时间，周宇总是长沙、北京两地跑。
他认为，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上升阶段。

第一次吸毒在病床上
人生的转折，缘于一场车祸。

2010年，一个下雨天。在长沙参加一场
聚会， 周宇因酒后驾车出了车祸，5根肋骨
和右手骨折。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身体上
的疼痛让他备受折磨。

住院时，周宇结交的社会上的“朋友”来
看他。他们说，麻古可以镇痛。

周宇现在也说不清为什么当时没有推
诿，就在医院病床上，他第一次吸食了毒品。

麻古在当时属于新型毒品，周宇轻视了
它的危害。“当时有个误区，认为它不像海洛
因，会有实物进入体内。吸麻古时，认为它只
是一种烟雾，就像抽烟一样，对自己的影响
不会很大，而且也相信自己的毅力。”

此后，这些人经常来看周宇，每次都会
带麻古给他，就这样，周宇在医院住了4个
月。

出院后， 周宇恢复了以前的生龙活虎，
身体上的病痛已经消失。 但他没有意识到，
毒瘾已经在他体内扎根。

跟家人玩猫鼠游戏
出院后， 周宇决心脱离目前的生活圈，

他去了北京。
可是，坚持不到两个月。在长时间奔波

后或遇到难题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麻
古，想吸两口。人也渐渐变得焦躁，常在事务
所摔文件，无故斥责秘书，睡眠时间也缩短
了，做什么都没有兴趣。

此时，毒品已如同藤蔓一般，慢慢将他
缠紧，消磨他的意志。

“想找找不到， 心里像有万只蚂蚁在
爬。”这时候，周宇便会独自回长沙，找到曾
给他麻古的人购买，再带回北京。随着毒瘾
增大，吸毒的量也逐渐增大，从一个星期一
两次，到每天吸食十几颗。这种状态，持续了
三年多。而对于这一切，周宇的家人一无所
知。

周宇的妻子是一名交警， 两人青梅竹
马，于2002年结婚，生下一儿一女。

直至2014年的一天， 妻子偶然在周宇
口袋里发现了几颗药丸，便拿给周宇的父亲
询问， 同是公安出身的父亲隐隐觉得不对
劲，通过了解后得知，这几颗药丸是麻古。

随后，父亲不动声色地对周宇的两辆车
进行了彻底搜查。果然，他在车上找到了瓶
子、吸管、锡纸等吸毒工具。当父亲将这些丢
在周宇面前，他知道瞒不住了。

为让周宇彻底戒毒，父亲帮他向单位请
了一年假， 让他呆在北京一年不准回来，并
收走了他的身份证、护照等证件。

此后的一段时间， 用周宇自己的话来
说，就是一场与家人之间展开的猫鼠游戏。

他并没有在北京乖乖戒毒，不能坐飞机
和火车，就自己开车回长沙。经常在长沙玩
一周又溜回北京， 一个月最多时跑了4趟。
因为妻子在交警队24小时监控中心， 有几
次被她发现了。为防止妻子“查岗”，周宇将
北京办公室座机电话直接转移到手机上，并
谎称是朋友借了车。“当时不承认，但是现
在心里很清楚，毒品对人的诱惑太大了。”

父亲亲手将手铐戴到儿子手上
渐渐地，毒瘾蔓延侵蚀成为周宇身体的

一部分。
最疯狂的一次，他在长沙一家酒店专门

开了一间房，方便存放他用来吸食麻古的工
具。

除了被家人发现， 周宇没被警方抓到
过。一直到2015年，在上海，周宇被举报了。

当时，周宇在上海办事，因毒瘾上来了，
手上又没有“货”，他便让当地一出租车司机
帮他带货来。结果，出租车司机把他举报了。
当时，上海某公安分局在酒店将周宇现场抓
获，拘留了12天。

这时， 周的家人才深感事情的严重性，
父亲将周宇送到戒毒医院住了两个月，直到
今年春节前两天才让他回家。 此时的周宇，
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看不到家人的急
切，心里只有麻古。大年初一出院，到今年8
月，他就回了3趟家。

今年8月26日， 在长沙一家酒店里，在
麻古的烟雾中，他看见父亲带着公安一起闯
进来，将手铐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对话：想当那个第一例
小薇：现在对父亲带人来抓你想得最多

的是什么？
周宇： 可能我在这条歪路上走得太远

了，作为我父亲，这是他在有生之年，把我拉
回来的最后一次。

小薇： 听说学员出去后复吸率很大，你
怎么看？

周宇：我曾跟禁毒局的官员聊到过这个
问题，他告诉我，全国有数据显示的强戒人
员出去之后，到目前为止彻底戒断十年以上
的，没有一例。我当时听了吓了一跳。

小薇：毒品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周宇： 这对我生活的影响无法想象，以

前我经常到国外出差，吸了麻古之后我都不
去了，因为没法带出国。国内出差我也是自
己开车， 因为携带方便。 说毒品是魔鬼，没
错。必须要克服，不然，就真的会毁了自己、
毁了家庭。

小薇：对自己（戒除毒瘾）有信心吗？
周宇： 我已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

我从小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我希望能够当
那个第一例。

被盗的机动车
交强险能退掉吗

问 ：我的日产天籁轿车被盗很久 ，至
今未被找回 ， 请问本人能否退掉交强
险 ？

法律专家回复：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
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
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保险
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二）被保险机动
车办理停驶的；（三）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
关证实丢失的。据此，你可以根据公安机关
证实丢失的证明，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合同。

游乐场免费停车
被砸能索赔吗

问：今年7月初，我到某大型水上中心
游玩，将车停在该中心车场 ，晚上回家时
发现右后车窗和后挡风玻璃被砸，虽未丢
失贵重物品 ， 但被砸玻璃评估值约3600
元，而该中心拒赔 ，请问免费停车就不能
索赔了吗？

法律专家回复：根据我国《合同法》和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商场、游乐中
心以“只提供免费停车不负责看管”等条
款推卸责任的，属“霸王条款”，不具有法
律效力。

游乐场、 购物中心等为便于顾客消
费，提供免费停车场的行为，属于为保障
合同的及时订立、顺利履行而作出的补充
行为。因此游乐中心应对前来消费、游乐、
购物的顾客车辆履行基本的安全保障义
务，避免车辆外观遭受不必要、明显的损
坏。如果没有尽到其安全保障义务，应该
赔偿顾客受损车辆的修理费用。 协商不
成，可通过诉讼程序要求赔偿。

父亲带着警察给吸毒的儿子戴上手铐

� � � � 药物及医疗器械治疗， 能帮助吸毒者戒除体瘾， 并以此来诊治吸毒者因吸食毒品而
引发的各种疾病。 图为新开铺戒毒所内医生在为戒毒者进行身体检查。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