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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戒毒康复所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指导站实体化运行

打造信息对接平台
夯实指导站工作基础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戒毒机关专业和人才优
势，
运用戒毒医疗、康复训练、文化戒毒、拒毒训
练等多种手段，
用好禁毒教育基地设施设备，
帮
助支持乡镇（街道）禁毒社工、志愿者掌握预防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复吸的方式方法，延伸
戒毒场所工作职能。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探索建立远程视频帮
教探视系统，
使戒毒人员亲属、社会帮教团体等
能及时开展帮教，
缓解探视不便。

探索建立信息对接机制。打通戒毒场所与
打造教育戒治平台
指导站、地方禁毒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相
关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对接机制，
做到互
增添指导站工作活力
通信息、沟通顺畅，
确保全面掌握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基本信息。
充分利用重庆市戒毒管理局
“云课堂”
开展禁
建立戒毒人员所内情况咨询机制。指导站
毒社工、
志愿者线上培训、
业务交流以及社区戒毒
推进全市社区戒毒
作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指导工作的前沿阵地， 社区康复人员在线教育工作，
社区康复教育培训工作智能化、
专业化、
常态化。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是基础，为地方政法部门以
及律所等机构提供便利是关键，驻站民警充分
通过电话、见面约谈、家庭走访等方式与社
为乡镇（街道）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办公室提供保
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保持良好关系，定期开展
障，实现戒毒人员出所前的前置介入和出所后
“戒毒沙龙”
、家属课堂，
充分了解戒毒人员家庭
的有效衔接是重点。
生活工作情况，
掌握戒毒人员思想动态、保持操
守情况，
做到经常性提醒，
着力引导社区戒毒社
打造延伸照管平台
区康复人员坚定戒毒信心。
加强日常和重点时段禁毒宣传。针对重点
创新指导站工作方法
人群、重点地区，充分利用“6·26”
驻站民警适时关注辖区强戒人员诊断评估
国际禁毒日、
“12·1”世 界 艾 滋 病
情况，对诊断存在较大心理危机问题的即将期
日、
“12·4”宪 法 宣 传 日 等 时 间 节
满出所的戒毒人员，及时向所在地的乡镇（街
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有声势有
道）、公安机关预警。
规模的禁毒宣传活动。

培育戒毒康复典型，制作禁毒普法视频音
像，编印“口袋书”、宣传册等资料，组建法治宣
传小分队，
开展“以案说法”
“送法上门”
“送法进
村”活动，让大众充分认识到禁毒戒毒首先从
“远离毒品”
开始。

打造支持帮扶平台
凸显指导站工作优势
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提供法律咨询、
社会支持网络重建、社会功能修复、社会融入等
方面的专业指导。对片区指导站所在区县内戒
毒操守保持较好、有创业就业意愿或正在创业
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
开展帮扶帮教，
发挥
正面引导作用。积极协调人社、民政、司法行政
等部门资源，
搭建服务困难戒毒人员工作桥梁，
帮扶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家庭，加强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支持，联合社会爱心企业
建立就业帮扶长效机制，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
创业就业指导。
通过信息对接、延伸照管、教育戒治、支持
帮扶，指导站开展工作顺畅、内容丰富、手段多
样，
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加油赋能。
通讯员 肖剑侠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图说
新闻

近日，自愿戒毒人员李某
某向重庆市戒毒康复所赠送锦
旗，感谢民警和医护人员的精
细帮扶和真心关爱。李某某曾
经从事医疗工作，因交友不慎
饱受毒品的折磨。他来到重庆
市戒毒康复所自愿戒毒，经过
治疗康复效果明显，重拾对生
活的信心。
通讯员

王

刚

摄

在平凡中坚守 在坚守中不凡
——记重庆市戒毒康复所民警吕鸿
在重庆市戒毒康复所，有这么一位民警，
不善言辞，但勤恳务实；身患疾病，仍勇挑重
担；身兼数职，却毫无怨言……他叫吕鸿，是
同事们口中的“三大员”。

暖心细致的
“服务员”
“午饭来了，今天有卤鸡腿，可好吃啦，赶
紧拿去吃。”中午时分，一辆电动小货车行驶
到管区隔离点门口，吕鸿把一份份热气腾腾
的饭菜卸下，转递给戒毒区的同事。为了让
大家吃得更加舒心，吕鸿和同事总是想办法
调剂伙食——天热时有清新爽口的瓜果凉
菜、封闭备勤时送来卤味夜宵等，这些温馨的
举动让民警心里暖洋洋的，真切感受到了组
织的关心关怀，让大家的干劲更足，工作的热
情更大。
后勤工作繁杂琐碎，配餐送饭、换锁开
门、电器线路检查、管道疏通、物资核酸采集
等，吕鸿从没有一丝抱怨。他常与后勤服务
大队的同事说：
“我们要多体谅管区内民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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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工作实际 打造“四大平台”
为适应禁毒工作形势，
近年来，
重庆市戒毒
康复所立足自身实际，积极稳妥推进司法行政
戒毒机关指导参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新模
式，
努力打造“四大平台”，
增强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指导站实体化运行，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5

不容易，
竭尽所能保障好、服务好”。

法违纪问题。

兢兢业业的
“监督员”

默默奉献的
“安全员”

“你这焊接工艺明显没做到位，要重新
做”
“ 质量不过关，我是不会签字的”……吕
鸿从事基建工作长达 17 个年头，经验丰富。
今年，他协助开展场所基本建设工作，从材
料进场参数检验、焊接工艺检测、操作规范
检查等各环节，他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严
格按标准监督、查验。场所运动场改造项目
因为施工方前期对基层处理不到位，导致后
期塑胶跑道施工过程中积水严重，吕鸿多次
与施工方交涉，督促其前后整改了 6 次，才通
过验收。
哪 里 有 工 地 ，哪 里 就 有 吕 鸿 忙 碌 的 身
影。他从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天没亮就
到工地，半夜才回家，周末连轴转是常有的
事。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他深知基建工作
牵涉资金大，施工单位人员结构复杂，始终严
守纪律红线，保持清正廉洁，从未发生任何违

“这个季节，
最重要的就是防火，
消防设备
一定要检查到位。
”
前不久的极端高温下，
车辆
安全和消防安全是吕鸿最记挂的事。每天，
他
都要实地巡查，检查公务用车安全，确认消防
栓箱设备是否完好，检查下班后的办公楼、备
勤室哪台电脑没关机、
哪间办公室忘关灯。
去年，吕鸿被检查出肺癌。手术治疗一
个月后，他又回到工作岗位上，边治疗边工
作。即便是他还患有甲状腺炎、甲减等免疫
性疾病，需常年服药，但从不向组织道难处、
提要求，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他都能用
心、用情、用力地干好。
吕鸿是场所的骨干力量，也是领导的好
帮手，更是全所民警的好榜样。从警 17 年来
荣获三等功 2 次、优秀公务员 6 次、先进个人 4
次，诸多的荣誉见证了他在平凡岗位上做出
的不平凡业绩。
通讯员 杨晨曦

从严从实抓防控
保持“零感染”目标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戒毒康复所从
严从实从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持续
保持
“零感染”
防控目标。
严格勤务模式。结合警力现状，及时
调整勤务模式，既保证了基层警力，又维
持了机关运行，
还储备了应急力量。
严格外来管理。严格入所审批制度、
严控活动区域，外来人员离所后，对所涉
活动区域及时进行环境消杀。
严格内部管理。密切开展核酸检测，
严控离渝、旅游、聚集、聚餐等活动，坚持
“两码一信息”日报告制度，不定期对居家
办公人员进行电话、
视频、
上门督察。
完善应急处突措施。强化组织领导，
设立专项小组，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应急
处突工作流程及措施。
畅通联防联控机制。与北碚区防控
办、北碚区疾控中心、东阳镇社区事务服
务中心、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建立常态化
沟通协调工作机制，
确保快速处置。
通讯员 毛绍勇

组织监管应急演练
提升防疫处置能力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戒毒康复所开
展了突发新冠肺炎疫情自愿戒毒人员隔
离监管安全工作应急演练。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经排查，康
复治疗大队戒毒人员李洪（化名）与我市
一名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风险，请求立即
隔离……”该所指挥部接到通知后，立即
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各应急处置
小组，应急处置人员紧急赶到现场，通过
劝阻隔离、
心理疏导、
劝离围观康复人员，
引导戒毒人员和陪戒家属疏散到临时隔
离观察区，对次密接者立即实施单独隔离
医学观察，并做好隔离观察期间的安全监
管和个人防护，确保医护人员和被监管人
员的安全。
同时，第一时间做好现场警戒，设立
了封闭管理警戒标志，全体民警职工和戒
毒康复人员在医护人员引导下进行核酸
检测采样、体温检测，消杀小组进入该大
队全方位、
无死角消毒。
整个演练过程中，各小组出动迅速，
方案落实到位，处置有条不紊，达到了提
升疫情防控处置能力的有效目的。
通讯员 潘 傧

恪守初心促康复
“五心”
举措育新人
本报讯 重庆市戒毒康复所自 6 月
重启自愿戒毒人员收治以来，全面推行
“五心”
戒毒举措，
戒治成效逐步显现。
医护工作显精心。坚持因人施策，对
每一名戒毒人员制定个性化脱毒治疗方
案。医护人员坚持每日对戒毒人员进行
巡诊问诊，发现身体不适时及时进行诊
治。
日常管理有耐心。坚持巡逻制度，及
时发现并解决隐患问题；主动与戒毒人员
交流，收集意见建议，逐步完善日常管理
工作。
教育矫治坚信心。坚持每周个别谈
话，深入了解戒毒人员的思想状态，及时
化解不良情绪。每周开展戒毒人员大讲
堂，纠正对毒品的错误认知，教导戒毒人
员学法明理，
心存敬畏。
康复训练树恒心。充分了解康复人
员的身体状况，科学设置康复运动项目，
民警带头参与康复训练。在传统康复训
练项目基础上，引入网红健身项目《本草
纲目》毽子操。
生活点滴送暖心。全体民警严格执行
封闭隔离上班，坚持为封闭隔离人员送餐
到手、
送药到口。启动高温应急预案，
发放
防暑降温物资。针对家庭困难的戒毒人
员，
在原有的
“两免一补”
基础上，
发放专项
生活困难补助，
鼓励其安心戒毒康复。
该所将继续恪守建所初心，进一步在
戒毒举措上出实招，推动戒毒康复工作稳
步发展。
通讯员 陈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