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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
共除毒害
见习记者 杨雅丽 记者 曹龙彬
通 讯 员 黄余武 李祖禹

雷州南兴镇东村创新方法推动禁毒工作，成效初显

“党建＋”筑牢禁毒防线

“前几年开展禁毒工作，进村入户走
访帮教对象，经常受挨骂，招人嫌弃。他
们甚至玩失踪，
‘ 吃 闭 门 羹 ’是 常 有 的
事。经过党员干部不断努力，耐心沟通，
村民由一开始的拒绝慢慢转变为理解支
持 ，因 为 他 们 明 白 最 终 受 益 的 还 是 自
己。”6 月 26 日国际禁毒日，当谈及禁毒
工作时，雷州市南兴镇东村禁毒专干林
金二感慨良多。
毒品不除，禁毒不止。自 2016 年开
始，在南兴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东村紧紧围绕创建“无毒村”的目标，全
面落实禁毒工作部署，以党建为引领，凝
聚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力量，积极探索“党
建＋”禁毒模式，坚决打赢禁毒攻坚战，
努力实现和谐、平安的新东村。目前，东
村实现了涉毒人员全部摆脱毒瘾重归社
会，全村无新增吸毒人员。

“党建＋禁毒宣传”，筑牢
禁毒防线
2016 年，东村建立戒毒康复工作站，
对涉毒人员开展“一帮一”
“二帮一”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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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南兴镇派出所民警、禁毒社工等人进家庭宣传禁毒知识。

式的帮教工作，形成了党建引领、党群共
治的禁毒工作新模式。东村帮教工作组
整合村里的党员力量，积极发挥党员禁
毒志愿者的公益服务作用，搭建吸毒人
员回归平台，发动群众参与对涉毒人员
的衔接帮教，开展心理指导活动，促进涉
毒人员早日戒毒，回归社会。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东村曾有
的 12 名涉毒人员已经全部成功戒毒，并
都找到新的工作，脚踏实地干活，过上
正常健康的生活。现在，全村无新增吸
毒人员。
同时，东村注重从“宣传、防范、管
控、帮扶”四个方面，全方位推进禁毒宣
传帮教扶助，号召全民积极参与，以创新
方式方法，实行禁毒“一次走访、党员结
对一户帮扶、一次进村入户禁毒主题宣
传活动、一次家访、一次主题班会、一节
禁毒法制课”等“六个一”禁毒模式，不断
强化网格化管理体系，时时提醒群众强
化禁毒意识，做到警钟长鸣，管控到位。
尤其是利用广播、微信、短信、海报、
展版、标语等形式，多渠道、多方法进行
全民禁毒宣传，形成“党组牵头、支部负

责、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禁毒宣传氛
围。近几年，东村不断深入村庄、学校、
家庭展开禁毒宣传活动，除外利用节假
日、圩日在人员集中地不断开展禁毒知识宣
传活动、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发放禁毒宣
传品等，提高人民群众对禁毒知识的知
晓率，
牢固树立禁毒、反毒的防范意识。

“党建＋警示教育”，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近年来，东村通过驻村领导、驻村干
部、党员同志、专职禁毒专干、公安民警
等队员走访、座谈的方式，逐一把吸毒人
员及家属原先自我放弃戒毒的潜意识全
部成功扭转，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尊严，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树立了生活
信心，
奋发改邪归正。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东村党
总支部在思想认识上武装党员干部，充
分发挥村规民约和忠孝文化作用，鼓励
吸 毒 人 员 宣 誓 戒 毒 决 心 ，承 诺 永 不 复
吸，对宣誓者给予生活和生产上大力帮
助和支持。

中华街道是一个老城区，孙夏冰结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东村不仅实行党员干部对重点吸毒
人员“二帮一”跟踪帮扶，还从生产生活
等方面关心帮助涉毒家庭走出困境。如
陈某华属该村康复人员，2017 年报到参
加社区康复，通过“六位一体”帮扶，个人
实现彻底转变，至今仍按时回戒毒康复
中心报到尿检，没有复吸。2019 年，在该
村党总支部副书记、种养能手林继攀的
大力帮扶下，陈某华饲养了一批鸭，赶上
好行情，仅此项纯收入达 20 万元。当
天，他建起了楼房，现在又打算购买货车
跑运输，生活一天变一个样。再有村干
部林进荣、陈述模的帮扶对象林某进，如
今不仅戒毒成功，还通过技能培训，成为
养鸡能手。
如今，东村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意识深入人心，全
面创建平安东村蔚然成风，掀起建设美
丽乡村热潮。全村群众高兴地说：
“禁毒
整治就是好，治安秩序变更好，美丽乡村
大家建，幸福生活处处有”。
东村的禁毒工作，得到上级组织和
社会各界的肯定，被评为南兴镇综治先
进单位。

湛江市“十佳禁毒社会工作者”孙夏冰：

用关爱感化戒毒人员
用专业知识服务戒毒人员

从一名老师转身为禁毒社工

禁毒意识深扎居民心里

湛江经开区交警
宣传“一盔一带”

加强交通秩序整治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无闻地奋
战在禁毒战线上，用执著、耐心、关爱帮
助吸毒人员回归正常生活轨道，他们就
是禁毒社工。赤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
社区禁毒社工孙夏冰就是其中一位。
从三尺讲台到禁毒一线舞台，有着 8
年党龄的孙夏冰成功完成职业转变，用
心用情帮助社区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回
归家庭，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先后被
评为湛江市“十佳禁毒社会工作者”、湛
江市
“先进禁毒个人”等荣誉称号。

在成为禁毒社工以前，孙夏冰是湛
江市华港学校的一名英语老师，之前甚
至不知道有
“禁毒社工”这个职业。
2017 年 5 月，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孙
夏冰成为一名禁毒社工，被分配到赤坎
区中华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吸毒人员
的走访、帮教等。
成为禁毒社工后，孙夏冰从一个“教
书育人”的讲台来到了另一个“授业解
惑”的舞台。她把戒毒人员看成是有待
进步的“后进生”，将教师工作中的教育
学、心理学运用到禁毒工作中，在社区中
提供戒毒康复服务，开展帮扶救助服务，
参与禁毒宣传教育。
她走遍辖区每个吸毒人员家庭，对
辖区涉毒人员信息逐一核对，摸清吸毒
人员的基本信息。孙夏冰对在册吸毒
人员实行一人一档管理，落实吸毒人员
分类分级管控，逐步完善了吸毒人员档
案。她细心整理禁毒台账，将禁毒资料
电子版、纸质版按照年度、类别有序归类
存档，需要时，随手拿来。辖区禁毒工作
向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进行时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雷鹏）近日，
交警湛江经开区大队在辖区民安街道
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宣传整治行动，进
一步加大
“一盔一带”专项整治力度。
在执勤劝导中，对不系安全带、不
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民警对驾
乘人员进行耐心教育劝导，及时督促改
正。同时，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应急知
识手册》，向群众详细介绍手册里面的
相关知识，并利用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向群众宣讲交通法律法规，讲解电动车
驾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机动车驾驶员
不系安全带以及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带
来的严重危害，教育广大群众树立正确
的交通安全观念，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
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
环境，让“一盔一带”形成常态化的安全
守护。

“党建＋禁毒帮扶”，浪子
回头金不换
据东村党总支部书记林文德介绍，
东村下辖东村、康村、辉塘村、塔仔村 4 条
自然村，总人口共 438 户 2288 人。为了
更好帮教涉毒人员，该村党总支部创新
推出党员干部“二帮一”帮扶模式，帮助
浪子回头。
“ 我 是 林 哥 ，兄 弟 ，最 近 生 活 怎 么
样？”
“哦，是林书记，谢谢关心，换了一份
工作，做房地产的，如今每个月有 8000
多元，小日子还行……”记者采访当天，
林文德与其帮教对象林某兴电话聊天，
更为林某兴洗心革面而欣慰。
据悉，林某兴大专毕业后，在雷州市
英利镇某加油站从事会计工作。林文德
了解林某兴有吸毒时，便趁着他回家参
加兄弟婚礼的机会，和他面对面交谈，了
解情况，同时上门走访他的父母核实情
况。挂点该村的南兴镇党委书记唐文波
和林文德还组成党员帮教小组，通过几
次实地走访，耐心细致地宣传禁毒知识
和政策，林某兴终于接受帮教。随后，
帮教党员经常和他交心谈心，了解他近
期的思想、生活状态，宣传禁毒知识，使
他进一步认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社
会的危害性，引导他从思想上戒毒，从
心理上拒绝毒品，鼓励他重新认识自己，
建立信心。
经过帮扶组的努力，2017 年，林某兴
终于成功戒毒。现在，他过上了新的生
活，正在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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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夏冰讲解禁毒工作。 受访者供图

合老城区平时老年人多、青少年多，节假
日人流量大等特点，有针对性地将少先
队活动应用到禁毒宣传中，结合时间节
点、节假日，紧跟省、市禁毒办的步伐，创
新禁毒宣传模式。
创新禁毒宣传模式，筑牢禁毒预防
教育防线，是孙夏冰的工作目标，她常常
利用春节、年例、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契
机，在辖区人流多的地方开展宣传活动；
结合开学典礼、散学典礼、学校春节晚
会、
“ 六一”儿童节游园活动等开展禁毒
宣传进校园活动；联合辖区单位开展禁
毒宣传进厂企活动；联合党员、志愿者等
进家入户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督促辖区
商铺利用 LED 显示屏播放禁毒宣传标语
等。哪里人多，哪里就有她禁毒宣传的

身影。
2020 年，受疫情的影响，线下，她和
社区干部、派出所民警、志愿者等挨家挨
户入户宣传“防疫＋禁毒”知识，利用小
喇叭穿街走巷，播放禁毒知识音频等形
式，将“禁毒＋防疫”知识传送到千家万
户，使“禁毒＋防疫”知识家喻户晓。线
上，停课不停学，禁毒学习不停歇，她推
动街道联合区禁毒办、区教育局等部门
开展线上禁毒直播课堂，为 1500 多名学
生上禁毒教育课；在学校社区家长微信
群里，进行禁毒微课有奖问答活动，让学
生不出门即可学习防疫和禁毒知识。
全方位宣传，全员关注，全体动员，
禁毒意识已深深扎进中华街道每个居民
的心里。

“半路出道”的孙夏冰深知，专业是
前行路上的重要法宝。她结合工作情
况，不断研读禁毒文件、学习社工专业
知识、研究专业社工服务技巧与方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2018 年 6 月，她成
功取得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她将社
工专业理论知识及方法技巧运用于实
践工作中。
根据戒毒人员的生理、心理特点，她
运用专业的伦理知识，加强自身的修养，
注意与戒毒人员的沟通方式、服务技巧，
细微之处显关爱。
在孙夏冰眼中，戒毒人员是需要帮
助的“病人”，他们需要关注，更需要关
爱。她把戒毒人员看成是有待进步的
“后进生”，常常站在戒毒人员的角度思
考问题，以人为本，用同理心去接纳和关
爱戒毒人员，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述，尊重
他们。遇到态度恶劣或不配合的戒毒人
员，孙夏冰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社区
戒毒的意义，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了解
他们的难处。
她还会经常开展对涉毒人员的走访
慰问活动，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慰问，微
信聊天、面对面谈心等方式，切实了解他
们的思想、生活和工作状况，为他们送去
温暖，带去关爱，鼓励他们树立生活的信
心。督促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坚持按
时到社区戒毒康复中心报到，与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人员交流谈心。
如今，见到她，戒毒人员总会亲切又
欢喜地叫一声
“冰姐！”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全身心
投入禁毒工作，以朋友交往的方式和戒
毒人员接触，聆听、接纳、感化，走进他们
内心深处，使之产生信任和认同感，帮助
他们回归社会。”说这话时，孙夏冰的眼
里闪耀着坚定的光芒。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雷鹏）近日，
交警徐闻大队联合迈陈派出所、交通劝
导站在迈陈镇开展交通秩序整治与劝
导教育。
当天，联合整治工作组重点对无牌
无证机动车、机动车乱停乱放、摩托车
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进行查处，全力营
造严查严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态势。
同时，执勤民警加强现场宣传教育，带
领交通劝导员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
给群众讲解驾驶摩托车不戴头盔、农用
车违法载人、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性，引导广大群众养成良好的交通安
全出行习惯，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吴川交警
救助受伤群众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雷鹏）近日，
吴川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浅水中队加强
辖区路面巡逻管控，当巡逻至省道 S285
蓬吴线长岐镇蓝溪路段时，发现一起电
动车与自行车发生碰撞、两车倒地有人
员受伤的交通事故。
执勤交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
一位老人的脚卡在两车之间动弹不得，
执勤交警即与在场热心群众合力救助
伤者，并及时拨打 120 医疗救护电话。
经现场合力救助，终于将伤者从两车之
间安全解救出来，随后合力抬移伤者到
路边安全地带等候救护车。因发生事
故现场路段，正在修路，路面狭窄，且车
流量大，影响正常通行，存在有交通安
全隐患，执勤交警即现场加强安全防护
措施，开展现场事故处置及交通疏导工
作。同时，考虑到当时烈日当空，道路
的沥青路面暴晒高温，为避免伤者中
暑，执勤交警全程为伤者撑伞，为伤者
擦泪擦汗安抚其情绪，一直守候到吴川
市人民医院 120 救护车的到来。
交警救助群众温馨的一幕，被路过
的群众用手机拍下，拍摄的视频在微信
朋友圈传开后，获得点赞好评。

法治
湛江
海上“碰瓷”讹诈
一团伙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黄
寒凌 温丽丽）不仅路上有“碰瓷”的，麻
章区太平镇某海域同样有一伙利用旧
蚝排进行“碰瓷”的“碰瓷党”。近日，麻
章区人民法院就审判了一起敲诈勒索。
麻章区太平镇某靠海的渔村海域
拐弯处航道狭窄，渔民放置在海上的渔
网有时会被经过的运沙船刮坏。2017
年初，该村村民陈某明、陈某艳、陈某林
发现能以运沙船刮坏渔网为由索取赔
款，便心生歹念，故意在拐弯处放置旧
蚝排。由陈某明负责观察经过的运沙
船，若撞到旧蚝排，就把船拦下并通知
沙场老板或者运沙船主过来，三人采用
语言威胁的手段向沙场老板或运沙船
主索要较高赔偿。2017 年四五月份，三
人采取以上手段敲诈路过的三艘运沙
船合计 27500 元。
麻章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陈某明、陈某艳、陈某林的行为已
构成敲诈勒索罪，对三名被告人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