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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2日讯“我没办
法，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33岁
的张磊（化名）是衡阳人，因网络
赌博成瘾，一年输了70万元。一
旦手头没钱，张磊就通过信用卡
套现，拆东墙补西墙，无奈之下，
家人只能将其送至医院。 今日，
记者从省第二人民医院获悉，张
磊患上了网络赌博成瘾症，需接
受药物和认知行为治疗。

事件：
男子赌博成瘾

一年前，张磊在朋友的怂恿
下开始接触一款名为“铜雀台”
的网络赌博游戏，充值现金到游
戏中换取模拟货币， 通过竞价
“坐庄”，再押大小定输赢。

刚开始， 张磊只在电脑上
玩，输赢三四百元左右，后来干
脆下载了手机版，赌博的金额也
越来越大。

每次输钱后，张磊就想通过
赌博翻本，赢了钱却不能及时收
手， 基本每次都是输完才肯罢
休。“最多的一次输了10万，偶尔
也赢个七八万元，但输多赢少。”
张磊说，正是这种诱惑，让他一
发不可收拾， 每天一睁开眼睛，
就忍不住用手机上网赌博，对其

他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张磊告诉记者， 每次输钱

后，自己也后悔过，但就是控制
不了。 不赌博就会觉得浑身是
刺，坐立不安。“为了赌博，我办
了5张信用卡，没钱了，就用信
用卡套现或贷款来筹钱。”

“我曾经戒过一个月， 跑滴
滴赚钱， 总感觉来钱慢。” 张磊
说，一个月过后，他又开始上网
赌博，结果又陷了进去，“总想着
碰下运气，说不定能更快把钱还
了。”一年时间，张磊共输了70
多万元，无奈之下，家人只好带
他到医院咨询。

医生：
治赌瘾须多管齐下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
网瘾治疗中心主任周旭辉介
绍， 张磊其实是患上了网络赌
博成瘾症，如果没有医疗干预，
几乎不可能自发终止其行为，
必须接受药物和认知行为治
疗。“家人也要有耐心， 尤其是
言语之间要注意， 总是埋怨和
恶语相向， 可能导致患者产生
破罐子破摔的念头。”

周旭辉说，近年来，网络成
瘾症出现了新的特点，即网络赌

博的患者明显增加。主要是网络
赌博一般以游戏为载体，家人很
难发现，减轻了家人对网络赌博
的警惕性。其次，目前许多游戏软
往往会链接信贷软件，沉迷网络
赌博的患者很容易募集到赌资。

周旭辉提醒，对此类疾病的
治疗，要用适当药物，再配合心
理治疗，尤其在完全隔绝赌博环
境的情况下，成功率更高。

目前，张磊正在医院接受治
疗，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珊

本报12月12日讯“车被堵
了， 没有对方车主的电话怎么
办？” 株洲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
开新闻发布会称，该市智能交通
系统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该系
统具备六大功能，可在不泄露双
方车主隐私信息的前提下促使
对方车主挪车。

株洲市智能交通系统始建
于2009年，因部分设备达到使用
年限，今年3月启动升级改造，于
近日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此次
升级改造共投资5800余万元，对
城区100个主要路口（56个改造
路口，44个新建路口） 的电警和
卡口设备进行了更新，对交警支
队中心机房和指挥中心、5个大
队分控中心、 支队核心网络系
统、350M数字对讲集群系统、支
队智能交通软件集成平台系统
进行提质改造，并新建智能交通
大数据平台。

株洲市智能交通系统升级
后，其建设高度、技术水平将达
到国内一流，具备交通控制、交
通监控、交通执法、系统集成与
可视化指挥、 大数据和二次识
别、智慧运维六大功能，可实现
路况统计分析、警情数据分析、
事故数据挖掘分析、 违法态势

研判分析、 车辆轨迹分析等功
能， 从而满足交通管理部门对
整个路网和车辆运行状况的掌
握， 便于有效控制和缓解交通
拥堵， 改善株洲城区的整体交
通环境。

市民可以通过株洲交管便
民服务APP平台和微信平台，进
行机动车、驾驶证基本信息和交
通违法的便捷查询。同时，能通
过手机查询智能交通建设覆盖
的路口最新视频图片。在手机上
设定预计行经的线路，就可直接
查阅路线上各路口最新视频图
片。停车后如被其他车辆妨碍无
法移动时，可以在手机上拍摄现
场图，输入对方车牌号码，通过
一个公共电话号码一键呼叫拦
路车主手机号码或发送提醒短
信，在不泄露双方车主隐私信息
的前提下促使对方车主挪车。

株洲市交警支队支队长黄
耀斌介绍， 今后两到三年内，株
洲智能交通网络将逐步覆盖该
市所有建成道路。“我们会针对
已建成系统的使用情况和根据
交管工作需要不断进行更新换
代和升级完善，真正实现人工和
智能管理相辅相成、互补不足。”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彭晚华

本是GPS安装公司员工，经
常配合警方侦查被盗摩托车，
并曾获得警方的点赞和奖励。
久而久之， 两人渐渐摸清了摩
托车盗窃伎俩， 也对警方办案
的具体流程了如指掌。 从私自
放走盗窃嫌疑人， 到最终假扮
民警敲诈。短短一年时间，刘云
（化名）和刘畔（化名）两人先后
以威胁恐吓的方式作案多起，
打起了“黑吃黑”的歪主意。12月
12日，株洲警方通报了案情。

曾是配合民警办案的
好市民

刘云和刘畔分别是1992年、
1995年出生的小伙子，供职于株
洲一家GPS安装公司，主要负责
为摩托车安装GPS定位。去年上
半年，两人多次配合株洲石峰警
方、荷塘警方侦查多起摩托车盗
窃案。 根据两人提供的线索，警
方成功破获案件，为此两人还获
奖励2000元。

然而，在一次协助警方侦查
过程中，两人成功找到摩托车盗
窃者时，对方苦苦哀求并提出愿
意出5000元“私了”。面对诱惑，
两人动心了， 一合计便收下了
5000元， 并放走了偷摩托车的
嫌疑人。

“当时确实很紧张， 担心被
发现， 过了很久才渐渐平复心
情。”刘云坦言，起初自己还有些
担心，但事情过去很久之后见无
人追究，两人心一横，索性继续

干下去。
“以前经常配合警察办案，

对公安机关办案也略知一二。”刘
云和刘畔心生想法：为何不直接
冒充警察， 在通过GPS成功定位
偷盗嫌疑人后进行敲诈？于是，两
人便合计着下一次的行动。

网购装备假扮民警
实施敲诈

说干就干，两人通过非法途
径买来警棍、手铐等工具，假装
警察“抓获”了偷盗摩托车者，并
成功勒索5000元私了。赚钱如此
容易，刘云决定把“生意”范围扩
大，拉拢有吸毒历史的张云合伙
进行敲诈。

因为有吸毒历史，张云认识
不少“瘾君子”。2016年5月，张云
开始伙同刘云和刘畔对一些吸
毒人员进行恐吓。 在诈骗过程
中， 刘云和刘畔继续假扮民警，
手持警棍、 手铐恐吓吸毒人员，
威胁要带他们去派出所，张云则
扮演“和事佬”调解，最终对吸毒
人员实施诈骗。

“张云以偷盗摩托车为生，
今年2月已经被法院判刑2年6个
月。”办案民警介绍，但刘云和刘
畔的勾当一直未被察觉。直到张
云在狱中为获减刑，主动供出了
两人。

近日，刘云和刘畔两人也被
警方成功抓获，案件仍在进一步
办理中。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刘娜

本报12月12日讯 今天，
邵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陈优
秀涉嫌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一
案，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由郴州市人民检察院向郴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陈优秀享有
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陈
优秀，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
见。郴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
控：被告人陈优秀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
大； 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
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 情节特别严
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
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 王智芳

曾多次协助警方破获摩托车盗窃案，面对诱惑打起“黑吃黑”的歪主意

“好市民”假扮警察敲诈盗车贼

车被堵可自行通知车主挪车
株洲全面建成智能交通系统

男子患“嗜赌癖” 一年输掉70万

延伸

如何辨别病理性赌博症？
医生表示，病理性赌博症归属
于冲动控制障碍，又称为病态
赌博症、嗜赌癖，患者往往有
三个特点：不顾及家庭，牺牲
学业和工作；赌博时间、频率
都超出常人，不顾后果增加赌
注，觉得满足、陶醉；会发生类
似戒烟、戒酒的“戒断反应”，
即一旦停止， 就困倦乏力、失
眠、食欲不振，恢复赌博后这
些症状就迅速消失。

如何分辨
病理性赌博症

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邵阳市原副市长陈优秀被提起公诉

12月11日，桂东县沙田镇大坑村上龙组，海拔1200米的山顶上，有一处巨型的天然石
头群，远远望去，神似一只狮子静卧在山峰上。 张前宝 郭兰胜 摄狮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