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毒是世界性难题，我省开展女子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
22 年来，持续探索教育戒治新途径，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好做
法。特别是近几年来，结合青藏高原戒毒工作实际，着力推进
全国统一戒毒工作基本模式，戒毒执法管理规范化和教育矫治
工作水平不断提升，连续18年实现“六无”目标，为全国女子强
制隔离戒毒贡献了青海智慧。

戒毒工作事关社会稳定、人民福祉。实践表明，自觉融入
大局，服务中心，是青海女子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实现新跨越的
根本。近年来，全省女子强制隔离工作始终紧贴全面依法治省
和高质量发展蓄势发力，着眼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探索创新，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发展动能进一步强劲，为建
设现代化新青海贡献了力量。

戒毒工作关乎社会发展、一方安定。实践表明，勠力同心推
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青海女子强制隔离戒毒实现
新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我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全面建立
和推广统一戒毒模式，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布局进一步优化，科学
戒治和规范管理水平持续提升；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取
得阶段性成果，服务大局能力不断增强，有效净化了社会环境，
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戒毒工作重在治本、要在担当。实践表明，立足自身职能，
全面担负政治责任是青海女子强制隔离戒毒实现新提升的核
心。近年来，全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机关始终把坚决扛起政治
责任放在首位，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
觉，深化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改革，广泛开展与青海开放大学联
合办学、将困难戒毒人员纳入医疗救助体系、深化“法治为民”
宣教活动、大力推进“智慧戒毒”等实践，政治机关属性进一步
凸显，开创了全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新境界。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打赢禁毒
人民战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坚定
不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我们
要努力打造女子强制隔离戒毒青海样板，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交
出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于瑞荣

为强制隔离戒毒
贡献青海智慧

本报记者 于瑞荣

常言道，“戒毒之难，难于上青天”。面

对彻底戒断毒瘾的世界性难题，戒毒所的

民警们是如何迎难而上，一步一步地打造

戒 毒 天 梯 工 程 ，让 迷 途 的 心 灵 重 回 正 途？

在 6 月 26 日第 35 个国际禁毒日到来前夕，

记者走进青海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这

个我省唯一一所教育矫治女性吸毒者的专

业场所，了解戒毒民警在戒毒教育矫正、心

理矫治、康复训练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探

索。

传统教学+云课堂
教育矫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吸毒一口，掉入虎口。据世界卫生组

织统计，每年全世界约有 10 万人死于吸毒，

另有约 1000 万人因吸毒而丧失正常的智力

和工作能力 ......”电脑中播放的一个个真实

案例，让吸毒人员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

性。

这是记者 6 月 21 日在省女子强戒所教

育矫正中心看到的一幕，戒毒人员在民警

的引导下，通过西宁市图书馆线上绿色阅

读模式，接受严格的在线云课堂教育。

“我们通过创新开展‘基础性+个性化’

‘传统教学+云课堂’‘横向发展+纵向延伸’

的教学模式，对戒毒人员进行再教育。”教育

矫正中心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随着时代的不

断发展进步，对新时期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在

开展课堂化教学的基础上，搭建专业教育平

台开展教育矫正，利用省戒毒局“戒毒人员

个性化学习教育平台”，为每位戒毒人员配

备了平板电脑，开通了西宁市图书馆线上绿

色阅读通道，她们通过内部网络就能开启

“云课堂”教学模式。

记者了解到，省女子强戒所教育矫正中

心共有 20余名专兼职教师，主要负责规范化

开展戒毒人员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包括入所

教育、基础教育、回归社会教育、个案化教

育、辅助教育等。

“因为涉毒原因，解戒后还能继续驾驶

汽车吗？”“戒毒回归社会后，能否申领到低

保？”“戒毒人员夫妻双方离婚后，家庭财产

分割、子女归属权等问题法律是如何规定

的？”记者采访时，正巧赶上戒毒人员通过线

上法律咨询平台进行法律咨询，戒毒人员的

问题涉及多个方面，法律援助律师通过远程

视频，逐个耐心解答困扰戒毒人员的民事法

律问题。

据了解，为解决戒毒人员法律困扰问

题，教育矫正中心通过省司法厅 12348 法律

咨询平台为戒毒人员搭建了线上法律服务

平台，戒毒人员通过线上视频、拨打法律援

助热线，随时随地可进行法律咨询。

这仅是省女子强戒所开展教育矫正工

作的一个缩影。省女子强戒所承担着全省

女性吸毒人员的收治和教育矫治工作，多年

来扎实推进全国统一戒毒工作基本模式，不

断提升教育矫治工作水平，统筹推进教育戒

治课程，不断完善教育矫正、心理矫治、康复

训练教育戒治工作体系和诊断评估机制，切

实提高了教育矫治工作质效。

戒毒，需要时间，
更需要科学的方法

提起“戒毒”，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

出壁垒森严的戒毒所、戒毒者毒瘾发作时痛

苦不堪的样子。那么，戒毒过程究竟是什么

样子的？

清晨 7点，伴随着急促的起床音乐，省女

子强戒所里的戒毒人员迅速起床，开启了一

天的戒毒生活。不到十分钟，戒毒人员已全

员集合完毕，在戒毒民警的带领下，迈着整

齐的步伐，来到户外操场进行队列训练。

“戒毒，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科学的方

法。”戒毒民警向记者介绍，毒品对人体的伤

害是极大的，想要戒毒人员戒除毒瘾、恢复

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要在开展戒毒医疗的基

础上，将她们的体质和健康素质调整到理想

状态，为回归社会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为此，省女子强戒所建立了全省司法行

政戒毒系统中首家单体规模最大的康复训

练中心，使用智能化运动康复训练系统，通

过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依托医学风险评

估结果、国民体质检测标准，以运动处方为

主线，将运动设备、数据采集终端、运动处

方、个人信息库、数据库等要素串联，形成系

统、科学、创新的智能训练闭环。通过大数

据分析，民警可随时查询和掌握戒毒人员的

体质状况、锻炼情况、群体性数据分析对比，

并通过阶段性的体质数据循环优化运动处

方，为运动康复戒毒科研提供数据基础。

“‘智能+协同’‘传统+现代’‘有氧+无

氧’”。戒毒民警告诉记者，智能化运动康复

训练系统，会根据戒毒人员身体形态、身体

机能、身体素质开出个人训练处方，根据处

方开展速度、力量、柔韧、耐力、平衡等训练

项目。同时结合个人兴趣爱好，引进专业团

队 ，开 展 大 众 类 健 身 项 目 ，普 及“ 三 操 两

舞”——即人人都会广播操、韵律操、手语

操、广场舞、瑜伽舞，有效保障多维度训练效

能提升。

通过科学有效的训练指导，赋予戒毒人

员良好的身体机能、积极的精神面貌、坚强

的意志品质和戒除毒瘾的决心。

心瘾如何戒除？

“毒瘾，归根结底是‘心瘾’。‘体瘾’易

除，‘心瘾’难戒。”采访中，戒毒民警对记者

说 ，解 除 吸 毒 者 的 心 瘾 ，一 直 是 世 界 性 难

题，“心瘾”戒治便成为戒毒工作的核心。

戒毒民警表示，戒毒人员是违法者，但

同时也是病人和受害者。戒毒人员既具有

一般人群的普通心理，更具有作为戒毒人

员的特殊心理。她们同样会为了感情、家

庭、生活、工作、人际等问题而困扰，同样有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许。但吸

毒、戒毒、复吸让她们处于更为复杂多变的

矛盾状态中，如决心戒毒与想吸毒的矛盾、

自尊与自卑的矛盾、知与行的矛盾等等，除

此 以 外 常 见 的 还 有 自 卑 、情 绪 不 稳 定 、焦

虑、抑郁、内疚、敌对、强迫等心理状态。

“解开心锁，是戒毒者与昨天决裂的第一

步。”为了帮助戒毒人员提高抵御毒品的能力，

省女子强戒所在开展心理矫治过程中，综合运

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技术，通过心理健康教

育、综合心理评估、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

导、心理矫治活动、社会合作、心理矫治学术研

究等方式帮助戒毒人员恢复和增进心理健康，

修复心理功能损伤，戒断“心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因戒毒人员的特殊

心理和难以戒除的“心瘾”，心理矫治工作远

比普通的心理咨询要难得多，需要更长久的

心理陪伴、更适合的矫治方式、更用心的活

动设计、更专业的咨询能力。

为了帮助戒毒人员恢复心理健康，戒

断“心瘾”，省女子强戒所建立了心晴工作

室、艺术疗愈室、心理评估室、沙盘治疗室、

团体咨询室、宣泄室，专业团队有 7名心理咨

询师、5名心理工作助手、10名所外心理学专

家 和教授、10余名心理学专业志愿者，不断

研究戒除心瘾的新途径，如家庭系统排列、

正念疗法、艺术疗愈等，利用心理健康月、母

亲节等契机开展拒毒训练、情感唤醒等矫治

活动。

“戒毒人员在心理矫治过程中的心理变

化是正向的、可持续的、潜移默化的，只要我

们用心坚持下去，我们一定可以跨过‘心瘾’

这座看似无法跨越的大山。”戒毒民警说，不

少戒毒者刚到戒毒所，毒瘾症状明显，且不

服管理。为此他们对症下药，一方面采取医

药疗法，减轻吸毒者的生理痛苦，一方面开

展心理治疗，引导吸毒者尽早摆脱恶习阴

影，努力回归正常人生。

做好戒毒人员的出所衔接帮扶

“在全力抓好所内工作的同时，注重所

外帮扶帮教工作的开展。”戒毒民警告诉记

者，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面对挫折与诱惑，

极易走上复吸之路。省女子强戒所教育矫

正中心除教学工作以外，还负责职业技能培

训和出所后的衔接帮扶延伸工作。

为解决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面临的就业

难、谋生难、融入社会难的问题，让戒毒人员能

掌握一技之长，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

所内，他们根据女性戒毒人员特点，开展了美

容、美甲、形象设计等个性化职业教育。

在戒毒人员出所后，他们通过采取组织

座谈、回访、人文关怀等形式，有计划有步骤

有组织地追溯戒毒人员出所后的动态，对有

复吸苗头的人员及时劝导，努力排除社会安

全隐患。

为帮助戒毒人员顺利融入社会，他们主动

延伸后续照管帮扶，组织民警与社区禁毒专干

建立联系，及时反馈即将解除戒毒人员的思想

动态与现实表现，定期与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

衔接沟通，推进“所地合作”，实现戒毒人员出

所、帮教、回归等各个环节的“无缝对接”。

在衔接帮扶过程中，省女子强戒所还不

断更新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家庭、生活、

就业及操守保持情况。根据最新统计，该所

戒毒人员出所后三年戒断率逐年上升，复吸

率逐年下降。

在戒毒民警的不懈奋斗下，如今，省女

子强戒所管理更加规范精细、信息化建设稳

步推进、戒治成效越发凸显，连续 18 年实现

安全管理“六无”目标,为全国女子强制隔离

戒毒贡献了青海智慧。

她们的新生从这里开始
——探访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本报记者 于瑞荣

近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就一起故意毁坏林

地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案件办理中，坚持恢复

性司法理念，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

境，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秀美山川。

案情回放：
毁林人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1年，大通县实施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统筹造林项目，方案

中确定塔尔镇东庄村“东岔”为该批公益性造林项目的建设地点

之一，2021年 7月，大通县某苗木繁育专业合作社根据造林地承

包协议，进驻“东岔”实施人工造林，但附近西庄村部分村民以造

林地影响放牧和村民饮水为由强行阻挠，致使造林工程多次中

断。2021 年 11 月某晚，西庄村村民马某某、安某某等人纠集部

分村民对“东岔”造林地进行毁坏，被毁坏财物数量较大。

大通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对此案审查起诉时，发现毁

坏林木的行为可能破坏了生态环境，第一时间根据内部协作机

制移送案件线索至公益诉讼办案部门。为全面掌握案件情况，

公益诉讼办案人员赶赴现场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及相关人

员，了解被毁林地面积、树种、数量、造成的损失及造林地现状，

并就林地能否得到修复及如何修复等专业问题向林业部门、苗

木繁育专业合作社进行咨询，根据造林地的现状及目前的节

气，建议尽快对损毁林地及苗木进行修复、补种，最大限度恢复

被破坏的生态资源，将林地损失降到最低。

在调查取证中当事人完全认可检察机关调查的事实，并有

主动修复生态的意愿，根据当事人恢复生态的意愿和能力，大

通县人民检察院主动作为，联系林业部门、苗木繁育专业合作

社、当事人家属磋商生态修复方案，争取以最小成本实现各方

利益最大诉求。

经过前期协调准备工作，2022 年 4 月 28 日，大通县检察院

对马某某、安某某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对损毁的林地履行补植修复义务，如无法修复，则需赔偿

实际损失费用。

磋商执行：
“毁林人”变“造林人”让林地重新返青复绿

为确保补植复绿尽快落实到位，大通检察院与县法院、县

林业局、当事人家属通过庭前磋商，决定先予执行，争取赶在 5
月中旬前将树苗补种、修复完成。今年 5 月初，“东岔”造林地

补植复绿工作在被告人家属及部分村民的参与下有序开展，大

通县检察院、县法院、县林业局、县公安局派员到补种现场进行

过程监督，邀请苗木繁育专业合作社对苗木的规格、栽植的方

法、深度、密度等进行检验和指导，对栽种不合格的当场予以纠

正，确保树苗成活率。

“该案中检察机关从生态修复实际效果角度出发，主动延

伸检察职能，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督促案件当事人补植复绿，修

复受损生态，让林地重新返青复绿，发挥应有的生态价值，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大通县检察院检察长孟祥涛表示，大通县检察

院在涉林案件办理中，将生态修复理念贯穿司法办案始终，依

法打击犯罪的同时，认真践行“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

实践+社会化治理”生态检察模式，改变以往“一判了之”“一赔

了之”的做法，补植复绿，以补代罚，让毁林人参与到生态环境

修复过程中来，实现办理一个案件、恢复一片生态、教育一方群

众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公益诉讼检察：

引导“毁林人”
变为“造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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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人员进行康复训练。

对戒毒人员进行课堂化教学。

戒毒人员学习健身操。

戒毒人员康复训练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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