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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昌市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省禁

毒委工作部署，以创建“无毒

品危害的自贸港”为抓手，深

入推进“八严工程”，扎实开

展各项专项行动，禁毒工作

连续七年居全省优秀行列，

取得了“三降三升两深入”的

明显成效。

“三降三升”即“全市现有

吸毒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大幅

下降、毒品消费量大幅下降、

毒品危害大幅下降”“群众满

意度不断上升、助力环琼毒品

查缉效能不断提升、禁吸戒毒

成效不断提升”。文昌市现有

吸毒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从

2019 年的 3.6‰降至 2022

年的1.15‰，近年来全市“无

在校学生、未成年人涉毒，无

种毒、制毒问题发生，无涉毒

化学品流失滥用，无公共娱乐

场涉毒，无吸毒人员肇事肇祸

案事件”，群众对禁毒工作满

意度达97.96%。

擎禁毒利剑 守万家安宁

文昌：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毒品问题复杂严峻，禁毒斗
争任重道远。文昌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市委书记龙

卫东带头研究禁毒工作，多次作
出具体批示、提出具体要求，市长
刘冲定期召开常务会议，听取汇

报，部署工作，市禁毒委领导持续
深入各单位检查指导，压紧责任
链 条 ，镇（场）党 委 政 府“ 一 把

手”带头抓禁毒，形成自上而下
“五级书记抓禁毒”工作格局，推
动工作深入开展。

高位推动凝聚合力 打好禁毒“合成战”

文昌市坚持厉行禁毒方针，始终
保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出重拳、
下重手，采取有力举措，扎实推进毒
品问题治理。从重从快打击毒品犯
罪。全市相继组织开展“春夏攻势”

“两打两控”“毒驾治理”“清源断流”
等专项行动，自2020年以来共破获
贩毒案件 105起，其中部督案件 2
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1起，依法刑
事拘留203人，移诉毒品犯罪嫌疑人
253人，缴获各类毒品520.65公斤。
特别是今年文昌市公安局联合福建、
海警力量，成功破获“2022-42”公安
部毒品目标案件，刑事拘留23人，缴
获毒品氯胺酮约520公斤，成功摧毁
由闽籍人员勾结台籍人员从泰国贩
运毒品至台湾的贩毒团伙，是今年我
省打击海上贩运毒品犯罪活动的“开

门红”，也是贯彻落实全国环琼毒品
查缉推进会精神取得的重大战果，得
到公安部通令嘉奖。另外与辽宁、贵
州省警方联合侦破的部督毒品目标
案件代号“2021-365”战果共享正在
协调中。文昌市因吸毒引发的“两抢
一盗”案件数量从 2021 年同期的
0.1%下降至目前的0.03%，社会治
安秩序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不断增强。

强化严管严收。深入推进“清隐”
“清库”“清零”和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
治行动，2020年以来，全市共查获吸
毒人员92人，强制隔离戒毒24人，行
政拘留84人，责令社区戒毒18人、社
区康复307人；认真落实戒毒人员

“出所必接”措施，衔接率100%；各镇
（场）严格按照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

类评估管控和异地管控工作要求，逐
人分级分类落实管理措施，全市列控
高风险28人，中风险392人，低风险
6228人，将管控责任落实到镇（场）、
派出所、村居干部、禁毒专干，有效防
范肇事肇祸风险，全市连续五年未发
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持续推进美沙酮维持治疗。
2020年以来，文昌市皮肤病防治中
心、文教镇卫生院、锦山镇卫生院、铺
前镇卫生院、潭牛镇卫生院等5个美
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累计
接收治疗2505人次，在治疗人数为
45人，年保持率为77%，提前完成

“一中心多站点”管理模式，该市美沙
酮维持治疗模式获国家禁毒办通报
表扬，并作为亮点工作在全省推广。

深入推进“平安关爱”活动。多

渠道、多形式落实帮扶关爱措施，将
51名吸毒人员及18名家庭成员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发放低保金16万
元；帮助35名戒毒学员获得职业资
格证或技能鉴定证书；临时救助戒毒
康复人员109人次、家庭成员51人
次，发放救助款约5万元。自2020
年“平安关爱”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已
累计开展关爱帮扶138人次。

加强毒情监测体系建设。全面
推广污水检毒技术应用，对全市8家
污水处理厂、24家宾（旅）馆、歌舞娱
乐场所开展污水涉毒监测，为准确掌
握我市毒情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
全市毒品总消费量和千人均消费量
均处在全国较低水平；全面普及毛发
验毒应用，对全市6648名社会面吸
毒人员进行毛发检测。

标本兼治靶向发力 打好禁毒“组合拳”

禁毒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更是
一场持久战。为了增强广大群众的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文昌市深入
推进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持续加强在校
学生毒品预防教育。

深化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创
建。由该市禁毒办、市公安局、市教育
局等单位联动配合，制定《省级毒品预
防教育示范学校》《市级毒品预防教育
示范学校》标准，成功将文昌市田家炳
中学创建为“国家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
学校”，将龙楼中学、联东中学、文西中
学、翁田中学、东郊中学、锦山中学、琼
文中学创建为“省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
学校”，并在全市28所中学、17所中心
小学建设禁毒教育展馆室实现全覆盖。

加强禁毒知识宣讲。文昌市禁毒办
从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
等成员单位抽调17名人员组成“文昌市
毒品预防教育讲师团”“妈妈训教团”，深
入全市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组织在校
学生参加全国、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
赛；组织教师参加国家禁毒办青骄第二课
堂名师TALK“一堂禁毒课”“网络学习课
时”等系列评比活动，其中，文昌市田家炳
中学排名位列全国第一，4个家庭被评为
全省禁毒模范家庭”，教育效果不断凸显。

搭建禁毒实践教育平台。近年来，
文昌市禁毒委成员单位及各镇（场）结
合工作职能，先后举办了禁毒电影进校
园巡映、现场宣判、禁毒流动课堂、全省
青少年禁毒知识大赛、播放视频《别让
我“以为”变成“我后悔”》《远离毒品
——从禁种罂粟做起》等一系列形式多
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文昌市积极申
报创建“全省禁毒示范市县”，全面推进

“无毒镇（场）”“无毒村居”“海岸线驿
站”“禁毒文化长廊宣传街”创建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潘碧雯）

强化宣传全民参与
织密禁毒“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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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人员在给学生讲解毒品的危害。本组图片均由文昌市公安局提供文昌南阳中心小学的学生参观禁毒教育展览。

文昌警方联合交通部门严
查毒驾。

一旦染上毒品，将给

一个家庭带来深刻的影

响。万宁市从2018年起建

立了一支约百人的禁毒专

干队伍，他们的任务就是

防范辖区新增吸毒人员，

管控遏制戒毒出所的“吸

毒仔”复吸毒品，帮助他们

真正摆脱毒品的控制，回

归社会，就业生活。

“复吸率降至历史最低

点。万宁市强制戒毒所人员

越来越少。”截至2022年 5

月底，万宁全市复吸被强制

隔离戒毒43人，为2019年

底复吸人数的4.68%；吸毒

新增人员控制成效明显，

2017年全市新增吸毒人员

402人，到2021年这个数字

降为23人。全市现有吸毒

人员直线下降，2020年初至

今年5月底，减少2460人，

降至1710人。

“吸毒人员控增量、减存

量效果显著，离不开全市禁

毒专干的无缝对接帮教工

作。”万宁市公安局禁毒分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

禁毒攻坚 联动帮扶

万宁：打通戒毒人员回归“最后一公里”

6月21日中午，万宁市和乐镇乐群
村，成功戒断三年的小林和妻子小王正
坐在家中看央视12频道法治节目。

小林这两年的变化，街坊邻居可
都看在眼里。“他现在很勤快，整天为
家里奔波。村民现在都说我嫁得好
呢。”小王说。

36岁的小林是在2021年结的婚。
他曾经是几进强制戒毒所的人员。如今
洗心革面，彻底开始了新生活。乐群村
是小海周边最大的村庄，他每天不知疲
倦地去小海里捕鱼，还在政府的帮扶下
学电工、开挖机。

面对自己的变化，他说要感谢村里
的禁毒专干翁香和。

和乐镇是万宁经济和人口大镇，该
镇禁毒办主任翁文良介绍，过去吸毒人
员从强制戒毒所出来，作为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交由村委会或居委会管理，由于
经费短缺及无专人管理，实际上存在着

“最后一公里”管理盲区。禁毒专干的出
现补上了这一短板，压实了责任。

翁香和在禁毒专干的岗位上一干
就是4年。4年间，乐群村无新增人员
吸毒，无复吸，70多个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中，有30多人已经戒断三年彻底
回归社会，戒断但未满三年人员还有
43 人，这 43 人中绝大多数都有工作
做，能自立更生。

由于翁香和自己就是乐群本村人，
村民会主动向他透露信息，他便能及时
提醒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这几年，喝上好几位戒毒康复人
员的喜酒了。”翁香和说，“村民们也赞
赏我的职业，发自内心感谢我们。”这
让他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

（撰文/惠宁）

在万宁礼纪镇为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服务的“海岸线驿站”，活跃
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是2021年2月
入职的大学生禁毒专干。

郑日旺2020年从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毕业，作为万宁本地人，愿意从
事禁毒专干这一行，他说是想为一度

“毒情严重”的家乡作点贡献。没接

触“吸毒仔”前，他认为他们什么都干
得出来，接触这个群体后，他深深感
到“吸毒仔”也是受害者。

然而郑日旺的工作开展得并不
容易。村里有名因吸毒感染上艾滋
病的社区戒毒（康复）大叔，起初见到
郑日旺时，认为郑日旺是“小毛孩”，
不愿意接受他的管理。

而郑日旺听说大叔“因为吸毒染
上艾滋病，搬出了村庄，用木板搭起了
一间小屋。大叔的父母为了陪他也住
进了小屋，大叔为避免将病情传染给
父母，独自借住在村委会办公楼”的事
情后，便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个家庭。
但凡有给困难家庭送温暖的活动，郑
日旺总是第一个先想到大叔。

相处了3个月后的某一天，大叔
进行尿检时见到郑日旺，突然大喊一
声“旺哥”。“我感到很惊讶，随即便是
惊喜。那是一种工作被认可的感
觉。”郑日旺说。

礼纪镇每一个大学生禁毒专干都
有自己的工作故事，他们正以朝气蓬勃
的精神去影响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每个禁毒专干都有故事

“村民发自内心感谢我们”

万宁市万城镇群庄村情况比较
复杂，村里曾有一个石场，外来务工
人也多，毒品在这个村曾经一度猖
狂，500多户人家的村庄，就曾有59
个人吸毒。

2018年 7月，万宁市成立了首
批禁毒专干队伍，建立起以禁毒专干
为主体，“智能平台+六体一体+禁毒
网格”点线面责任管理机制，按照吸
毒康复人员30：1的比例，配备全市
禁毒专干，划分责任区，让每一名社

区戒毒（康复）人员都有禁毒专干去
管理、去帮教和帮扶。

2018年7月16日，文学应聘入
职成为一名负责禁毒专干，群庄村
是他负责的网格区之一。文学工
作的第一步就是弄清底数。4 年
前，他在村干部顾春圣陪同下首次
入村接触吸毒人员的情形仍清晰
如昨。“在村口的小店，顾大（化名）
和顾二（化名）在喝酒。我们询问
他们有没有按时尿检等相关情况，

他们言语粗暴，还用刀子威胁我
们。”文学说。

顾二吸毒后，妻子和他离了婚。
他从强制戒毒所回来后，每天光着膀
子睡在村里的足球场上，一副破罐子
破摔的样子。“吸过毒的人容易自暴
自弃，要慢慢获得他们的信任。”禁毒
专干日常工作是组织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进行定期尿检、毛发检测和
帮扶。文学逐一走访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家庭，登记信息，诚心诚意和

他们聊天。
慢慢地，顾二和文学成为了无话

不谈的朋友。顾二戒断毒瘾3年后，
到上海打工，当了一名快递员。

曾是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
导组督导禁毒工作的群庄村，从禁毒
专干上岗以来，将近四年间，村里无
一人复吸，无一新增人员吸毒，无一
起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违法犯罪。
如顾二一样，戒断三年成功开启新生
活的人员达到43人。

从重灾村到平安社区

禁毒专干文学给学生讲解禁毒知识。 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郑日旺（中）到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家中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