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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禁毒课堂”
走进陵水校园
■ 柳莺

今年3月29日至4月30日，陵水黎
族自治县禁毒办联合县教育局、陵水愿达
禁毒工作服务中心共同开展2019年“春
季开学第一课”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活
动中，陵水禁毒办不仅首次邀请涉毒人员
现身说法，更是首次将科技禁毒和“家校
共建”理念举措引入禁毒教育中。

“不要碰毒品，不要让你的母亲为你
流泪。”3月29日，站在陵水北斗小学的讲
台上，民间禁毒志愿者卢步辉流着眼泪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对500多名师生、家长
讲述了毒品对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危害。
每当说到动情处，台下掌声纷纷响起。

陵水禁毒办相关负责人称，让曾经的
涉毒人员现身说法在陵水学校教育宣传
活动中尚属首次，旨在让学生深刻地认识
到毒品的危害，为创建无毒学校，打造平
安校园起到非常直观的警示作用。

除了涉毒人员现身说法，在此次“春
季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中，陵水禁毒办
还“玩”起了新科技。尝试毒品、出现幻
觉、吸毒后的变化……3月29日，在活动
现场的VR体验区，北斗小学的学生戴着
VR眼镜，感受到了吸食毒品的反应。

据介绍，VR禁毒宣传让枯燥的宣传
教育模式更具吸引力，让被动教育变成主
动教育，增加禁毒科普学习的趣味性，让
青少年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增强识毒、
拒毒、防毒的能力，使禁毒宣传教育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陵水禁毒
办通过一系列的禁毒宣传活动，全面提高
了校园整体的防毒拒毒意识，使得全县的
师生、家长都接受了实实在在的禁毒教
育。陵水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陵
水还将进一步抓好青少年学生的禁毒预
防工作，形成校园禁毒知识教育全覆盖、

“家校共建”防毒体系的良好氛围，坚决阻
断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发生。

（本报椰林6月25日电)

严打严整并举 强化堵源截流

陵水：高效打防管控 筑绿色无毒家园

在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专项行动
过程中，陵水始终坚持“零容忍”理念
和“严打”方针不动摇，以打击贩毒网
络为目标，充分利用各种情报系统和
应用平台等工具，认真梳理在侦案件、
已破案件，收集情报线索，集中优势力
量，向毒品犯罪发起猛烈进攻，缉毒破
案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全县
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72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238 名；缴获各类毒品
2244.304克。在破获的毒品刑事案
件中，包括1起“2017-30”省级毒品

目标案件、1起特大毒品案件、8起重
大毒品案件，打掉团伙案件15个、黑
恶势力人员15名。

在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陵水始
终以“严整”工程的总体部署为抓手，
对椰林镇、新村镇、英州镇及光坡镇
等毒情较为严重地区开展重点整治
工作。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陵水
清查各类娱乐场所4322家次，对查获
涉毒的1家娱乐场当即执行“一次性
死亡”，联合相关部门吊销营业执
照。通过多部门协作配合大力开展

整治行动，形成有力震慑，推动娱乐
场所管理规范化，进一步净化社会风
气，实现了娱乐场所“零涉毒”目标。

此外，陵水对人民群众举报毒品
违法犯罪线索并经核实的，按照“举
报有奖、举报必奖、举报重奖”的原
则，及时兑现奖励，同时对工作表现
突出的个人和单位予以表彰奖励。
截至目前，陵水共发放奖励157.95万
元；其中奖励1118名举报人54.35万
元，奖励先进单位51.6万元；禁毒三
年大会战共总结表彰奖励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52万元。

高压严整“零容忍”打击毒品犯罪

海南作为一个岛屿型省份，毒品海
上流入已成为我省毒品主要输入来
源。陵水位于海南岛东部沿海，做好海
上毒品堵源截流工作已成为陵水禁毒
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陵水公安局积
极建设57.5公里海岸线视频监控，先通
过设立分平台的方式将海岸沿线视频
监控接回指挥大厅和边防6所，再通过
平台对接的方式，逐步推进海洋局海岸
沿线视频整合到公安视频共享平台，实
现了57.5公里海岸线全天候全覆盖实
时监控。

陵水积极探索堵源截流工作，建立
健全多部门联合查控机制，着力构筑

“陆、海、邮”全方位、立体化毒品堵截防
控体系，加强“海上”“站点”“寄递物流”

“路网”四道防线建设。目前，陵水已建
成2个毒品查缉站和2个毒品查缉点。

陵水深入开展“海上毒品堵源截
流”专项查缉行动，对停泊在新村港口
码头的渔船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检
查。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陵水共检
查渔船1000余艘次，教育渔民6000
余人次，有效切断毒品通过海上输运

渠道。
道路堵控方面，陵水采取定时或

不定时在主要路口设置毒品临时检查
卡点，加强对过往车辆人员和随车物
品的检查，严格检查过往可疑车辆、人
员及随车物品，形成了有效的震慑力。

邮路堵控方面，陵水加强对寄递
物流网点的检查，严格督促寄递物流
企业落实收寄物品100%“先验视，后
封箱”、收寄物品100%通过X光机进
行安检、物流寄递100%实名制的三个
100%查验制度。

堵源截流 构建“路海邮”防控体系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陵水
积极开展“大收戒”“大收治”行动，采
取多警联动、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共
收戒吸毒人员1087名，其中强制隔离
戒毒861人，拘留226人。

随着“八严工程”和“两打两控”等
专项行动不断深入开展，涉毒违法犯罪
得到有效遏制，吸毒场所和贩毒手段日
趋隐蔽，对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为此，陵水县公安局党委坚
持向科技要警力的理念，以问题为导
向，拓宽思路勇于创新，与第三方鉴定
机构签订技术服务合作协议，在全省率
先全面推行毛发检毒技术应用。

“毛发检毒技术应用极大提升发
现隐性吸毒人员的能力水平，解决了
之前检测阳性没有口供或者吸毒人员

意图通过服用某种药物影响检测结果
等问题。”陵水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举措在陵水迅速产生较大影响，
对心存侥幸吸毒人员给予了强大威
慑，致使许多社戒社康人员和社会面
吸毒人员不敢再吸毒。

通过对吸毒戒毒人员全面收戒、
高效管理，陵水新增吸毒人员和复吸
毒人员大幅减少。去年，省政法委、
省禁毒办及省司法厅对于强制隔离
戒毒所出所的381名吸毒人员进行回
访调查，回访374人，2人复吸，2人在
押，吸毒人员出所戒断率达98%。

为进一步做好病残吸毒人员收
治工作，在政府的经费支持下，陵水
在新建强制隔离戒毒所内特别设立
特殊病区用于收治病残吸毒人员，特

殊病区设有4个特殊病室，共64张病
残戒毒人员床位；加强收戒收治场所
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医疗保障工作，
加强与县医院、卫生部门合作，目前
驻所医护人员2名。

在对戒毒人员进行医疗救治过程
中，陵水不断探索新模式，帮助戒毒人
员重拾信心。6月6日至10日，陵水县
禁毒办联合陵水愿达禁毒工作服务中
心与陵水强制隔离戒毒所，邀请广州白
云自愿戒毒医院的专家前来义诊，对戒
毒人员进行针对性心理咨询辅导、行为
矫正和心理危机干预，从而提升戒毒人
员戒治的整体效果。据了解，这是陵水
首次跨省引进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心理
服务工作，也是陵水探索“所院医疗合
作”新模式的一次尝试。

强化管控 科学戒治尽显成效

6月23日上午，以
“健康陵水·国庆 70
年 ”为 主 题 的 陵 水
2019国际禁毒日全民
禁毒彩妆徒步活动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
体育广场举行。陵水
县委常委、县禁毒委主
任、公安局长陈俊华出
席并致辞。活动现场，
来自该县各级机关单
位、企业、学校等3000
余名志愿者们身着印
有“健康陵水绿色无
毒”字样的文化衫，挥
舞宣传小旗，共同从县
文化体育广场出发，徒
步3公里，以实际行动
宣传全民禁毒理念。

禁毒三年大会战
开展以来，陵水县公安
机关以深入推动严打、
严整、严堵、严收、严
管、严教、严奖、严责
“八严”工程为抓手，坚
持综合治理、打防管控
禁毒工作思路，强力推
动禁毒三年大会战“再
掀新高潮”“夏季攻势”
“保四争三”以及禁毒
“两打两控”等专项行
动，取得明显成效。
2018 年，陵水因吸毒
引发刑事案件同比下
降 28%，治安案件同
比下降 54%，新发现
吸毒人员同比下降
79%。社会治安形势
明显好转，群众幸福感
安全感增强。

■ 柳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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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自禁毒三年大会战“严管”工程
实施以来，陵水对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工作高度重视，高位推进，为构建社
戒社康人员“新起点家园”精准施策，
打造社戒社康工作陵水新模式。

陵水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大力保
障社戒社康履行职能的需要，纳入财
政预算。每年给予社戒社康工作经
费100万元,并将禁毒专职人员薪酬
待遇390余万元纳入财政保障，极大
保障社戒社康队伍建设的稳定性和
提升工作的高效性。为提高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管理工作成效，按照省禁
毒办的要求，陵水安装社戒社康精准
智能服务管控平台，为此，政府投入
资金，据需求给禁毒专职人员及社戒
社康人员配备手机。

在对戒毒人员救助服务上，陵水加
强公安、卫健、人社、民政等单位的组织
协调，积极精准为社戒社康人员和已戒
毒人员的困难对象排忧解难，对生活困
难、符合条件的人员及家庭及时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扩宽临时救助和特困人员
的救助供养范围，有效保障戒毒康复人

员及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和医疗权益，
帮扶救助累计256人。

另外，针对戒毒人员的就业难
题，陵水屡出新招。禁毒三年大会战
开展以来，县人社部门对全县符合条
件的133名戒毒康复人员建立台账，
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协作，形成动态管
理，通过真情感化、多方筹措，鼓励戒
毒康复人员就业发展谋生。已举办
培训班3场，专场招聘会2场，就业人
员累计185人。

（本报椰林6月25日电)

精准帮扶 助力戒毒人员重回正轨

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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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为陵水戒毒所戒毒人员进行心
理诊疗。

（本版图片由陵水县公安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