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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让我们携手共同抗击艾
滋病，打击毒品犯罪，为遏制毒品蔓延、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努力。”近日，
在由省妇联、省科协、省关工委联合举
办的禁毒防艾普法主题活动上，作为

“妈妈训教团”成员的符良玲为琼台师
范学院师生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禁毒抗
艾专题讲座。这仅是“妈妈训教团”开
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的一个缩影。

她们是一群特殊的“妈妈们”，是省
妇联组建的“妈妈训教团”的志愿者，她
们努力献一份社会责任，尽一份绵薄之
力，在一次次帮扶、一次次引导、一次次
问候中，帮助教导因吸毒暂时迷失方向
的“孩子们”重新找到回家的路，重新感
受到家庭的温暖、人间的真情和社会的
关爱与期望。

“这是我们海南首创的，推广效果
特别好，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广受各
级党和政府的好评。”海南省妇女联合
会权益部邹黎庆介绍，“妈妈训教团”是
一支由海南省各级妇联组织的公益团
队，成立之初是在海口、文昌进行项目
化运作试点，如今已在全省铺开，有19
支队伍共计约有3200名成员，是独具
特色的海南公益名片，在海南省禁毒重
点整治、禁毒三年大会战等行动中默默
奉献巾帼力量。

邹黎庆说:“妈妈是可以让人感受到
母爱的温暖关怀和细心呵护的角色，每
个人遇到苦难时、哭泣时，都会叫妈妈。”

她们作为志愿者，可以“妈妈”“姐姐”的
形象，通过活动去呵护帮扶对象，使他们
的心理得到放松，觉得舒适自在。

“玲姐，能帮忙给我找个工作吗？”
“玲姐，能帮助我办低保吗？”……每天，
在符良玲的办公室总有很多的戒毒康
复人员找她帮忙，她总是满脸笑容热情
接待。符良玲今年51岁，是“妈妈训教
团”的志愿者。多年来，她一直坚持“以
情感化，用心帮扶，让浪子回头”。在她
的努力下，辖区戒毒帮教对象列管率达
100%，她也赢得了辖区内外众多居民
的尊重。

“一次我父亲有病，玲姐带着补品
到我家里来看望，我的工作也是玲姐帮
我找的，她让我感到人间的温暖，对生
活充满了希望。”戒毒人员阿刚说，疫情
期间，了解到有一些帮教家庭因为困难
未购买到口罩，玲姐把一个口罩消毒反
复使用，却把单位发放给她每天上岗用
的口罩集攒下来送给这些人。

人们常说“禁毒是世上第一难”。
在这场阳光与阴霾的较量中，符良玲迎
难而上，用爱心、决心、耐心、恒心，为戒
毒康复人员铺就“回归路”。因为禁毒
工作成绩突出，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上，符良玲荣获“全国禁毒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

在“妈妈训教团”，像符良玲这样热
情帮助戒毒康复人员的人很多。“妈妈

训教团”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进监所、进学校”，开展正能量思想宣
传，帮助吸毒迷途之人重返社会。

省妇联发挥“妈妈”“姐姐”优势，创
新禁毒宣传帮教工作模式，为建设美好
新海南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贡献巾
帼之力。2019年 6月19日，“戒毒人员
家属学校”在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揭
牌，实行省妇联、戒毒所、家庭三方共
建，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进入运作模式，
发挥“妈妈训教团”进场所禁毒（戒毒）
宣传教育主阵地特色作用，为戒毒人员
家属提供便民服务，帮助戒毒人员修复
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在“三八”
妇女维权周、禁毒宣传月等，省妇联、三
亚市妇联、儋州市妇联等16个妇联组织

“妈妈训教团”深入当地戒毒所开展“一
对一”戒毒精准帮教，签订《帮教协议
书》，宣传禁毒政策法规，疏导戒毒学员
心理压力，送励志、技能书籍和生活必
需品，鼓励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帮助他
们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
神，带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娘家人”
的关怀唤起戒毒动力，认真改造自己、
重塑新的人生。

“妈妈训教团”用真情温暖了许多
“瘾君子”的心，让他们回归正常的生
活，让戒毒人员彻底戒掉毒品，过上了
新生活，让一个个染毒家庭的生活，恢
复往日的宁静、和谐和幸福。

B“妈妈训教团”——用爱点亮迷途者回家路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2016年11月，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
动、周密部署、扎实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禁毒三年大会
战。以“八严工程”为抓手，
全省上下勠力同心，迎难而
上，狠抓机制完善，探索新
招数新打法。经过三年的
不懈努力，禁毒大会战成效
显著，走出了一条具有海南
特色的禁毒之路。

今年是全省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开局之
年。坚决不搞“黄赌毒”是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底线和
防风险的重要内容。海南
全省上下以毫不松懈的劲
头，持之以恒、不折不扣打
好禁毒人民战争，为自贸港
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经过禁毒三年大会战，
海南禁毒工作都有哪些可
喜的变化呢？我们走进乡
村、走进社区、走进戒毒
所，看看基层的变化……

走进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村，看到
街道整洁，各种禁毒的横幅显示禁毒氛
围浓厚。

“我们村里现在没人吸毒了，也没
有人偷东西了，我们可以安心过日子
了。”

三年内无一例新增吸毒人员、实有
吸毒人员全部戒断毒瘾并巩固成果，盗
抢侵财类案件逐年下降，至2019年实
现零发案……在浓浓的“毒雾”散去之
后，东水港村焕发新颜。

而就在四年前，东水港村还是出了
名的毒品问题严重村。因为吸毒引发
的其他治安、刑事类案件也屡禁不绝。

“那时候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一名吸
毒的，村民家里的鸡狗呀经常被吸毒仔
偷，村民都跟鸡狗睡一屋了。”东水港村
村民曾德忠说，村民人心惶惶，无心理
业，整村深受毒害之苦，但是群众摆脱
这种耻辱标签的愿望日益强烈。

东水港村的“自赎蝶变”的治理之
路开始于2017年。2016年，省委、省政
府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后，澄迈县委
县政府、县禁毒委高度重视东水港村毒
情，将该村列为“毒品问题重点挂牌整
治村庄”。

“为破解东水港村毒品治理难题，
查清溯源，澄迈县禁毒委多次深入基层
调研。”老城镇委副书记曾德顺介绍，老
城镇落实禁毒“一把手”工程，夯实禁毒
主体责任，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找出病
灶。2017年底，东水港村委会新的禁毒

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东水港村委会毒
品问题挂牌重点整治工作方案》等文件
出台实施，落实禁毒措施，誓言摘掉“毒
品重点挂牌整治村庄”的帽子。2019年
10月启动“无毒村庄”创建活动。

为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东水港村
委会禁毒工作领导小组与公安机关联
合，对吸毒人员进行持续性的毒情排
查，了解核实吸毒人员的生活现状。同
时，每月定期和不定期突击尿检。

辖区东水海岸派出所始终坚持打
防结合、标本兼治的禁毒工作方针，全
力以赴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无毒社区创
建。今年4月，该派出所在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帮
助下，成功侦破“2019-551”公安部目
标案件。本案也是海南省首次通过刑
事立案打击化学品“笑气”的成功案
例。严厉的毒品打击在东水港村形成
了威慑。

“为在全村营造拒毒、防毒的社会
氛围，村委会主动多次寻求澄迈县禁毒
委支持，联系安排县妇联、县团委在全
村开展禁毒宣传工作。”东水港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维桥介绍，老城
镇政府联合“妈妈训教团”、县团委禁毒
志愿者，利用广播、警示牌、警示标语等
多形式开展各类宣传教育培训10余场，
营造出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村民
禁毒意识明显提高，主动将涉毒人员举
报、扭送公安机关。

东水港村委会禁毒工作领导小组

在30：1禁毒专干配比帮扶的基础上，
创新开展基层党建+禁毒工作模式。联
合辖区派出所，安排党员“1对1教育帮
扶”，走村入户，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对吸
毒人员和亲属进行心连心活动，解疑释
惑，帮助解决就业问题、生活困难。

“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还到辖区企
业为我们找工作，一开始工厂有顾虑不
想用我们，他们就亲自上门解释做担
保，说如果我们偷东西他们来负责。这
样帮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戒毒人员
阿龙说。他现在在一家工厂当保安，村
里的阿山现在做两份工作，收入很不
错，他家也建起了两层楼房，生活非常
幸福。

安保员、救生员、男保姆、清洁工
……在戒断毒品后，在辖区派出所和村
镇干部如此强大的帮扶力度支持下，东
水港村的吸毒人员已有60多人再就业，
回归社会。东水港村出现了一可喜变
化，对生活充满美好希望的戒毒人员积
极主动参与村里的公益活动，表现优秀
的还加入护村队，成了造福社会的有生
力量。

三年无一例新增吸毒人员、吸毒人
数占比由原来的百分之五下降至千分
之四，“盗抢骗”侵财类案件逐年下降，
至2020年实现零发案。人民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持续攀升，取得了禁毒专项
工作和社会发展双赢的可喜效果。

在浓浓的“毒情雾霾”散去后，曾经
的涉毒“重点整治村庄”换新颜。

“今天共有61名即将解戒人员与招聘企业签
订用工意向书，这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走向新生
活看到了希望。”

近日，以“新起点、新人生”为主题的戒毒人员视
频招聘会相继在省琼山、府城、三亚、仁兴强制隔离戒
毒所举办，戒毒所联系了省内十几家企业共为强戒人
员带来家政、保安、仓管员、分拣员等上百个岗位。

“今天特别高兴，我找到了车间操作工的工
作。”戒毒人员李某兴奋地说，再有两个月他就出戒
毒所了，在出所前能找到工作，消除了出所前的种
种忧虑，他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实
际行动回报社会。

开门办教育、戒期变学期、省司法强戒人员职
业技能培训平均获证率94.97%……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为巩固戒毒成果，
海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以提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
为目标，切实加强戒毒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
务推荐力度，为强戒人员顺利回归、推进就业搭建
纽带和桥梁。

开门办教育——“禁毒工作的难点之一就是戒
毒人员复吸，海南禁毒三年大会战的目标就是降低
吸毒人员的占比。”海南省戒毒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提高戒断率，巩固戒毒成果，近年来，全
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着手在提高戒治质量上下功
夫，积极与职业技能培训院校挂钩建立合作培训关
系，对在所的戒毒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
技之长，出所后能顺利就业，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各戒毒所按照每年开展不少于2个职业技能
培训项目、培训人数不少于50%、获证率不低于
80%的要求进行培训，并且每年进行一次就业推介
会。”该负责人介绍，从提高戒毒人员回归就业谋生
能力出发，各戒毒所大力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按照

“实用、实效”的原则，分别开设了具有一定技术含
量、社会需求相对较大的空调制冷、电工、电焊工、
电动自行车维修、中式面点等10多个培训项目。

戒毒所不断加大投入、积极强化教学保障，结
合场所“五大中心”建设，完善各种职业技能实训基
地，添置各种教学设施设备。戒毒所出场地，校方
出师资，每周至少为戒毒人员上一节职业技能培训
课程。经过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的培训，戒毒人
员就能考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据统计，2011年以来，海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共培训24059人，有22849人获得职业资格证或技
能鉴定证书，平均获证率为94.97%。为戒毒人员
顺利回归社会增加了生活自信和就业底气。

戒期变学期——“正因为在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学到一技之长，我才有今天的发展。”38岁的阿英（化
名）曾是一名吸毒人员，在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
戒毒期间，参加了厨艺培训班。2019年离开戒毒所
后，阿英用学到的厨艺，调试出特殊的烧烤原料，目前
已销至20多家烧烤店。阿英还注册成立了一家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并开了一家分店，生意蒸蒸日上。

为克服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的不足，帮助部分戒
毒人员全面系统学习实用技术，使他们解戒后凭技
术技能优质就业，从2018年开始，海南省戒毒管理
局与相关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开办“金不换”职教中专
班，学制三年，办学形式为工学结合。按照“短期技
能培训+系统中专学历教育+推荐就业”的办学模
式，把“戒期变学期”，强化戒毒人员的技术技能培养
和职业生涯教育，开创了“入所即入学、出所即毕业、
毕业即就业”的新型戒治模式，共为394名戒毒人员
免费提供技能教育培训，其中242名戒毒人员已完成
所内全部课程，部分解除出所人员已进入实习（就业）
阶段，待实习结束考核合格后即可获中专学历证书。

（本版策划/梁子 黄金 撰文/梁子 逄金霞）

“开门办教育”
——点亮戒毒人员就业之路

持续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走出具有海南特色的禁毒之路

CA 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村：“毒雾”散去换新颜

禁毒宣传教育走进乡村学校。省禁毒办提供

省三亚戒毒所组织戒毒人员进行面点师培训。省戒毒管理局提供

“妈妈训教团”成员符良玲与帮扶对象谈心。 省妇联提供

“妈妈训教团”走进戒毒所开展“手拉手，我们向前跑”宣传教育活
动。 省妇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