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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针对“高复吸”的现状，延长了强制戒毒（康复）“手臂”，在全省建立32个社区戒毒
康复指导站，打通戒毒后续照管与家庭监管“最后一公里”，铺就戒毒人员健康回归路。社区戒毒（康复）———

让“最后一公里”洒满阳光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何淼玲
通讯员 李凌云 邓玲玲

复吸———戒毒———复吸， 似乎
是瘾君子们与毒品博弈而无法看到
胜利希望的循环往复。 据有关部门
调查，我省吸毒人员经强制戒毒后，
复吸率为80%以上，“高复吸、 低操
守”的现状，使不少吸毒人员越陷越
深，不但危害社会和家庭，而且继续
摧残着自身生命。

近年来， 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
统针对“高复吸”的现状，延长了强
制戒毒（康复）“手臂”，依托全省19
个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和白泥湖戒
毒康复所， 在全省建立32个社区戒
毒康复指导站， 打通戒毒后续照管
与家庭监管“最后一公里”，铺就戒
毒人员健康回归路。

在第30个“6·26” 国际禁毒日来
临之际，记者走进部分社区戒毒（康
复）指导站，近距离感受“最后一公里”
帮助吸毒人员回归的感人故事。

从事自己擅长的音乐行业，如
今他工作积极向上， 单位领导对他
非常满意。 小刚说：“毒品无法哄睡
一个已经觉醒的人， 我为找回自己
感到快乐。”这是一个80后年轻人成
功戒毒后的阳光人生， 而小刚的转
变也记在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
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站的功劳簿
上。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站由长沙市长桥强
制隔离戒毒所于2014年12月指导建
立，荣获过“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示范点”荣誉称号。

定王台街道酒吧歌厅酒店林
立，长桥戒毒所在此设立管控平台，
目的也在此， 持续照管众多回归到
社区的吸毒人员。 指导站站长刘慧
是长桥戒毒所的管教民警， 有着多
年的工作经验，在他看来，吸毒人员
吸毒是因其个人成长出现了问题，
只要进行心理疏导， 并帮助其树立
正确的人生方向， 就能彻底摆脱毒
瘾。 指导站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引入麓山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专业化社会工作队伍对吸毒人员进
行心理辅导， 帮助其重塑人生的路
线， 从而摸索出了心理干预脱毒的
成功经验。

小刚就是干预成功的案例之
一。小刚1988年出生，吸毒时他还是
音乐学院的学生， 从2009年至2015
年，家中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戒毒，但
他还是先后复吸了5次，直到2016年
4月， 定王台工作站对其心理干预
后，发现小刚个人成长中，其父母的
错误教育方式给其童年造成严重创
伤和心理阴影，导致他有暴力倾向，
还一味追求刺激，最终吸毒成瘾，使
一个有音乐才华的青年几乎断送了
前程。

心理团队积极为小刚抚平父母
严厉带来的创伤， 使其以另一个视
角理解父母，接纳父母，同时让他了
解自己的音乐才华， 重新燃起对生
活的向往。 小刚如同一棵枯萎的秧
苗，经阳光雨露，再次发出新芽。

从严格管控到心理疏导， 定王
台工作站创新出心理脱毒的模式，
除了小刚，工作站还帮助了张某，黄
某、康某等一批年轻人找回自我，使
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如今，
工作站管控177人， 复吸率控制在
30％以下， 工作站也被称为了吸毒
人员的“心灵港湾”。

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坐落在南岳衡山
第一峰———回雁峰下，自古有“雁到衡阳不南
飞”之意，回雁峰由此得名，2014年建立的雁
峰街道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命名为“北回归
线”也源此引申而来。

6月17日，记者在“北回归线”里见到了社区
戒毒人员胡新刚，他现在是全省的“戒毒明星”，
2016年被衡阳市评为“十佳禁毒志愿者”。

民间有着这样的俗语：“一朝吸毒， 十年戒
毒，终身想毒。”35岁前的胡新刚似乎应验了这句
话，15岁开始吸毒，20年吸毒经历，让胡新刚家人
一起过着灰暗的日子，19岁时， 父亲因此去世。
2009年，35岁的他因吸食新型毒品致幻， 从五楼
跳下腿骨折，落下终身残疾。

“一秒戒毒”是胡新刚2009年在床上躺半
年，看到年迈的母亲每天起早贪黑毫无怨言地

照顾着他，使他有了痛下决心的感悟。为了母
亲， 他要让偏离人生轨道多年的自己活回来，
终于南飞的大雁要回头了。

从那以后，胡新刚靠着电动车载人和烤红
薯勉强维持着生计，但他每天忙活的身影足以
让自己和母亲感到满足。胡新刚在驻站民警何
爱生的帮助下，2015年获得公益项目支持，得
到一台禁毒流动宣传车，从此，他一边进行禁
毒宣传，一边卖着凉皮小吃，生活得以改善，也
使他走上一条更让人赞叹之路。

2016年，胡新刚在指导站里成立了“胡新
刚工作室”， 以自身经历给吸毒人员讲戒毒心
得，并成立了志愿帮扶关爱引导小组。至今，他
的团队里有8名“铁杆”志愿者，已引导200多
名吸毒人员。为劝诫到更多的人，胡新刚还成
立了微信群和QQ群， 对有需要帮助的进行在

线疏导。
两年间， 指导站累计接收管控吸毒人员

121人， 指导站想方设法解决他们回归后的生
存难题，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指导站为95人进
行了就业创业帮扶，为26人联系办理了低保和
医保，还为2人改善住房条件。

今年，继雁峰街道之后，雁峰区黄茶岭街
道、 湘江便民服务中心的2个社区指导站已挂
牌，先锋街道、白沙街道2个站点正在筹建。衡
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屈国原介绍，目前该
所力争将“北回归线”经验复制到全市，探索可
借鉴的城镇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经验。

2016年下半年，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强
制隔离戒毒所的指导下， 花垣县成立了社区戒毒
（康复）指导站，让花垣县吸毒人员有了依靠和管控。

黄某现年48岁，30岁第一次吸毒， 从强戒
所出来后，她尝试过到一些企业、宾馆、商场去
打工，可老板只要听说她是吸毒人员，立即“拒
之千里”。 像她这样没有什么劳动技能的大龄
吸毒人员，找工作是一大难题。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黄某很空虚也很
自卑，再次走上吸毒之路。2016年底，第二次从
强戒所出来的她，来到花垣县社区戒毒指导站
接受管控。 当她听说指导站里有个就业基地，
可以直接来工作，黄某立刻报名了。

在这里，她和其他社区戒毒人员一起，每天从
事纸品加工包装。如今，每个月有两千元左右的收
入，她很满足，她说：“这份工作异常珍贵，工作不

仅能够除掉身上的懒惰，还能让生活更充实。”
针对自治州戒毒人员“因毒致贫”。就业创

业难的现状，花垣县禁毒办、工商、税务等部门
联合，2016年建立花垣县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安
置帮教基地，引进包装生产项目，现在已集中
安置60余名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社区戒毒
人员称这里为“阳光基地”。

有数据显示，4年来，全省32个社区指导站
共指导和支持地方政府管控社区戒毒人员
2700人，社区康复人员680人，后续照管戒毒回
归人员2032人， 戒毒操守率保持在70%以上，
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所在地的涉毒案件发
案率平均下降20%，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

省戒毒管理局社区戒毒（康复）指导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的试点
在我省已启动4年，4年的摸索和各地不断创

新，我们发现，通过这个平台帮助戒毒人员巩
固戒毒成果，降低复吸率，是禁吸治本的有效
举措，值得推广。今后，将逐步推行社区戒毒（康
复）指导站建设规划，力争辐射到全省14个市
州城区，希望不久将来，让“最后一公里”在全省
范围内不断得到推进。

省戒毒管理局局长曾启尚表示，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个
长期艰难的过程。 目前由于大多数乡镇街道缺乏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执行机构，社区戒毒（康复）
工作社会化程度较低， 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参与
度不高，使得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全面铺开的路
程艰难。他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这项民生工程，
只有通过网格化管理，亲情化帮教、大众化宣教等
综合手段，才能把社区戒毒（康复）工作落到实处，
让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洒满阳光。

�荨荨（上接1版①）
去年上半年，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转型

升级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意见》，拿出了畜
牧业绿色发展的长远大计。副省长杨光荣称，
畜牧业转型升级，并非简单做减法，而要有减
有加、有退有进。

在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地区， 养猪场该减
的坚决减。而许多山丘区种植面广，对猪粪消
纳能力强，就要加快发展现代化猪场。

按照土地承载力，全省已有116个县（市
区）划定了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省里在

“转”“建”“引”上下功夫，引导畜禽养殖由都
市区、禁养区向承载力强的湘西、湘南山区转
移。

“转”———在退养户搬迁转移中，升级一
批规模猪场。

衡阳市郊的退养户王益民， 在政府帮助
下，转移至衡南县养殖小区重起炉灶，新猪场
年出栏3000头生猪，配套排污设施，分享小区
的竹园、茶园、果园，实现粪污“零排放”。他
说：“环境变好，不仅人舒服，猪也长得快。”

“建”———支持本土养猪业龙头，带动农
户新建猪场。

佳和农牧公司推广“公司+协会+生态农
庄”模式，在湘南等地带动1万个猪场，猪舍统
一安装特殊“空调”，负压通风水帘降温；猪粪
尿自动化处理， 干湿分离发酵， 沼液滴灌苗
木、果蔬、饲草。一个个猪场掩映在绿树丛中,
空气清新似花园。

“引”———引进顶级养殖企业，落户一批
现代猪场。

目前，温氏、正大、中粮、正邦等养猪业巨
头纷纷进驻湘西湘南。 温氏集团扎根永州之
野，投入50亿元，在9个县（区）布局300多个现
代化“养猪车间”，到2019年产能将达到600万

头以上。
结合实施“百企千社万户”现代农业发展

工程、“百片千园万名”科技兴农工程，全省创
建畜禽标准化养殖国家级示范场211家、省级
示范场619家，为畜牧业转型升级树起样板。

一“退”一“进”，湖南畜禽养殖稳步实现
“布局调优、生产稳定、生态转好”的目标，加
快迈向现代化。

变废为宝，循环经济添活力

所谓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对于
养殖废弃物而言，这句话同样适用。

在转型升级进程中， 养殖废弃物如何加
以利用变废为宝？湖南主攻肥料化、能源化、
基料化等三大养殖粪污利用方向， 集成堆肥
还田、有机肥加工、水肥一体化、栽培基质利
用等10种模式，敲开新的财富之门。

在大型养殖场，有机肥加工厂、沼气工程

已成为标配。 湖南鑫广安路口原种猪场占地
380亩，建有大型沼气工程，年产沼气量22万
立方米，集中供气给周边500户农民。配套建
起年产4万吨有机肥的加工厂，除消纳自身种
猪场的粪污外， 还常年收集附近养猪场的猪
粪，加工的有机肥每吨售价800元以上。

越来越多的规模养殖场，对接果园、菜园、
茶园，推进有机肥入园、水肥一体化等模式，让
畜禽粪便就地就近还田，实现种养平衡。

岳阳县新墙优质葡萄合作社实施水肥一
体化利用，每年消化沼液肥1万余吨，为土地
补充“营养餐”，既节省了成本，又提升了葡萄
品质。

一家一户养几十头猪， 粪污处理难。对
此，省里采取PPP模式，扶持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推出企业购买养殖废弃物处理服务，为
散养户排忧解难。

对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 也演绎出一
幕幕变废为宝的活剧。

任何养殖场，饲养动物都会有一定死亡。
作为养殖大省，湖南每年需处理病死畜禽400
多万头、 家禽上千万羽。 在省财政大力扶持
下， 各畜禽养殖大县建立病死动物统一收集
体系和无害化处理中心， 对病死畜禽进行干
化炉高温化制处理，回收油脂提炼生物柴油，
残渣作为营养基质饲养黄粉虫、黑水虻、蝇蛆
等活饵，用来喂青蛙、家禽、甲鱼，转化的效益
可观。

在长沙县安沙镇鼎功桥村，“病死猪—黑
水虻—青蛙”形成了循环产业链，经专家鉴定
“病死猪—黑水虻—青蛙” 的转化不同源，整
个过程令人放心，青蛙健康、安全。基地负责
人卢强林称，每4吨病死猪的残渣，饲养1吨黑
水虻；1吨黑水虻喂出700公斤青蛙，实现毛收
入3.6万元。

循环无尽、转换不息、周而复始，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让农业更具活力、农村更加
美丽、农民奔向富裕。

�荨荨（上接1版②）
2014年以来， 长沙主动贴近市场需求，

连续4轮大规模向下级区（县、市）简政放权，
下放了227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近日更是
创造性地采用“政府令”形式，精确瞄准占全
市七成以上工业产值的工业园区直接放权，
将133项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权限、 市级经济
管理权限“下沉”至园区，涉及与项目建设运
营联系最紧密的水、电、气、消防、人防等方
面。

从前4轮简政放权来看，园区活力和创造
力被极大激发。有关数据显示，去年，长沙各
园区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8367.75亿元， 比上
年增长11.2%，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72.4%；
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1988.35亿元， 比上年增
长11.9%，在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中占比逾六
成。

再度放权，监督比放权更重要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激情不断高涨。长沙现有5
家国家级工业园区、8家省级工业园，在经济

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日益突显。哪些管理权
力可以“瘦”得下去？哪些项目园区接得起
来？长沙瞄准“园区所需、企业所盼”，由园
区、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合力完成了一次创
新实践。

今年2月，由湖南大学、长沙行政学院专
家教授组成的长沙市简政放权调研组成立，
这些“第三方观察员” 多次组织各方代表座
谈， 两个月时间向社会发放调查问卷400多
份，出炉的《长沙市简政放权调研评估报告》
将4年来长沙放权过程中出现的症结与对策
一一列明。

各园区管委会根据自身需求， 进行全面

摸底，汇总了各自迫切需要的权限目录。市审
改办主动将长沙市政府部门权力清单中涉及
的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权限进行全方位清理，
汇成放权限目录。

通过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
权，长沙率先编制了“权力清单”“负面清单”
“流程清单”，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最
终形成了以问题、需求、结果为导向，以法律
为依据的———放权令。

分析人士指出，本次大刀阔斧“放权”，是
一场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攻坚战，“扶”
起的是活力涌动的实体企业群落， 汇聚起的
是潜能无限的发展动力， 打造的是简政放权

的“长沙品牌”。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龙卫平指着

办公室墙上的“2017年度工业项目报建进度
表”说：“经这次权限下放，企业单是办理国土
手续的时间，就可从以往3个多月，减少到1个
月。”

长沙的放权也不是只放不管。 据长沙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彭民
安介绍， 目前长沙各放权部门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相关标准制定、监管责任分解等工作。
同时， 市、 县两级审改办将会同本级监察部
门、政府督查室，对下放权限的落实情况跟踪
评估，以确保改革见到真成效。

长沙：简政放权走在前

绿色牧歌飘三湘

长沙“心灵港湾”：
毒品无法哄睡已觉醒的人

雁峰“北回归线”：温暖让灰暗人生重放光芒

花垣“阳光基地”：在勤劳付出中找回自我

6月22日，衡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举办“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活动，向社会展现戒治文化建设。近年，该所通过文化教育、心理辅导、花香疗法等
戒治文化建设，帮助戒毒学员早日重归正常生活。 刘晓飞 摄

6月25日， 嘉禾县禁毒办组织社区
居民、 学生参观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

黄春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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