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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高墙 让爱回家
“
重塑自我，让爱回家”大型帮教活动纪实
◎通讯员 白海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有些事随时间稍纵即逝，
有些事随光阴魂牵梦系。 11 月 25 日，图
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与兴安盟禁毒办、
宏源商学院在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戒
毒一大队联合为戒毒人员举行了大型
“重塑自我，让爱回家”帮教活动，或许这
一天刻在了人们的心壁。
帮教活动邀请了二十多位学员的家
人，参加此次活动的有 50 名社会上的义
工、宏源商学院的领导、内蒙古晨报等多
家媒体以及乌兰浩特禁毒委的领导，还
有图牧吉强制戒毒所的领导以及各相关
科室的领导和戒毒一、 二大队的领导及
民警。 戒毒所刘宝军副所长在活动的开
始， 向社会发出戒毒场所的声音：“对在
所戒毒学员开展联邦联教， 体现的是社
会责任的担当和社会爱心的作为。 是一
种实实在在对戒毒人员的温暖， 是全民
共同参与禁毒戒毒社会工程的最好践
行。 ”

编者
的话

家是魂牵梦系的地方，是离开千万里也想回去的地方，那里有爱你的人，
你爱的人在那里。 可是就有这样一群人，回家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望。
——
—题记

是啊，就是这一段回家的路，他们却走得异常艰难，多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笑着走来，走进芳香的生活，走进无毒的生活。 在这条回
家的路上，折一枝桂花插在路口，一缕清风，留一路芳香。 母亲、妻子、丈夫、孩子在飘满香味的路上翘首，你的背影渐行渐近，迎你在
—让爱回家！
回家的那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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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牧吉戒毒所育苗幼儿园全体教师赴镇赉县第一幼儿园观摩学习

◎通讯员 黄桂艳
本报讯 为了有效提高教师的
专业素质和能力， 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于 11 月 30 日上午，图牧
吉戒毒所育苗幼儿园全体教
师在武冬梅校长的 带 领 下，
前往镇赉县第一幼儿园参加
题为“镇赉县幼儿园教师数
学认知领域观摩研讨 活 动 ”
的观摩学习活动。
镇赉 县 第 一 幼 儿 园 ，设
施齐全， 各种活动丰富而富
有趣味的教室， 使幼儿在玩
中学， 学中玩， 注重个性发
展，从孩子们的绘画、手工作
品中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和新时
代的教育理念。

加强社会心理合作

观摩课上，王海静和刘丹两位老
师展示了“数学认知科学领域”的《5
的加减法》和《5 以内的序数》。结合幼
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精心设计
活动，采用的课堂情境，别具匠心、各
有千秋，整个活动孩子们积极主动参
与，勤于动手、乐于探索，始终以游戏
贯穿整个课堂，充分体现了“寓教于
乐、寓教于玩”的教学理念。
通过观摩，教师们纷纷表示在今
后的教育教学中取长补短，转变固有
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认真研究教
学大纲，选择有效的教育方法，充分
挖掘幼儿潜能，因材施教。

助推场所心理服务

图牧吉强制隔离戒毒所与吉林省仁爱心理保健职业培训学校建立合作意向
◎通讯员

9 时 30 分，帮教活动在爱的寻找中
拉开序幕，活动过程中通过呼啦圈游戏、
闪绿洲、漫漫人生路、黄丝带的故事、给
父母洗脚等环节让学员与家人和义工互
动，一起分享、一起流泪、一起欢笑；活动
中戒治学员与父母相拥、与妻子拥抱，让
学员的心灵得到了慰藉， 找到了回家的
路。 整个活动持续了将近六个小时，一个
个游戏、故事深入人心，让学员感受到家
人的爱和对他们的不放弃， 也让学员自
己明白：应该承担起做子女、丈夫、父亲
的责任，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明天，他们必
须远离毒品、拒绝毒品，才会有健康、美
好的未来。
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加强了图牧
吉戒毒强制隔离所与帮教机构的相互联
动、互动延伸，也让戒毒学员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关心、 关注和
爱， 极大地触动了戒毒学员积极戒治的
信心，加快了他们积极戒治的步伐。

丁丽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心理矫治
工作，提升工作的社会化、科学化、专
业化水平，我所今年把心理矫治工作
作为教育戒治的重点工作，除了在场
所内开展培训班和观摩活动及日常
工作外，所党委非常重视与社会心理
咨询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场所由于地
理位置离市区较远，周边县级、地级
市没有专业机构与我所建立合作意
向，经过多方沟通与吉林省仁爱心理
保 健 职 业 培 训 学 校 取 得 联 系 ，2017
年 11 月 21 日，由分管管教的副所长
刘宝军、教育矫治科心理咨询中心主
任宋靖一行 4 人， 驱车 5 个小时，前
往吉林省仁爱保健职业培训学校签
署合作意向。
刘宝军一行 4 人不顾旅途劳累，
来到吉林省仁爱保健培训学校，与吉

林大学心理学博士、吉林省仁爱心理
学校校长胡远超，吉林省仁爱心理学
校理事长、吉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
务副会长姜敏杰一同参观了学校的
校址、听取了胡远超校长对学校和师
资专家团队的介绍。 仁爱保健职业培
训学校创办于 2005 年， 是以心理专
业为主的职业培训学校，有博士生导
师 6 名，博士学位 19 名，教授 35 名
的主要优秀人才师资队伍，以理论培
训、开展各种技能训练、重点人群心
理问题、研发专题课题等几十个心理
服务项目为一体的吉林省首家心理
学校。
刘宝军首先阐明了此次来校目
的，希望与贵校合作的意向；其次对
我所收治戒毒人员的基本情况、毒品
特征、场所需要通过专业心理团队解
决戒毒员心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的阐述；最后介绍了全国戒毒工作

面临的严俊形势。 听了刘宝军的介绍
后，胡校长们也对这新型的课题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双方达成了共识。 于
下午 16 时双方签订的心理服务合作
意向书。
此次合作意向的签订，是在戒毒
所内成立心理咨询中心后，首次与地
方建立心理合作机制，既是贯彻落实
自治区戒毒局 2017 年教育矫治工作
要点，要求各个场所要与地方心理机
构建立合作的工作思路、深化“三期
六级”戒毒模式的重大举措，也是提
高教育戒治质量的重要手段，对于加
强和创新心理矫治戒毒工作，降低复
吸率、提高戒断率，预防和减少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重
要作用，也是推动图牧吉戒毒所戒毒
工作创造新活力、迈出新步伐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通讯员 潘银波
本报讯 图牧吉戒毒所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健 康 中 国
2030 规划纲 要》和《中 国 遏
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
计划》，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
结合场所实际， 制订宣
传教育方案，制作宣传条幅。
在大队习艺楼处悬挂条幅。
在学员餐厅、宿舍 LED 屏滚
动播放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和
相关知识。 以中队为单位共
出 6 期防治艾滋病知识板
报， 每日开展读书活动并分
组学习艾滋病防治知识，造
出声势浩大、 覆盖面广的宣
传教育氛围。
在戒毒一大队开展以共担防艾责任、
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为主题的艾
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专题讲座。 所领导、管
教三科、戒毒大队相关人员参加，所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邸建军同志针对此次专题
讲座发表了讲话。 讲座中，邱蕴宇医生从
艾滋病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况、概念、全球
艾滋病概括、艾滋病流行形势、传播途径、
感染艾滋病后的发展过程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讲解。 通过讲解使戒毒人员对
艾滋病防治知识有了科学的认识，深感艾
滋病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发展的
危害，真正懂得珍爱生命，关注健康的重
要意义。
在戒毒二大队举办戒毒人员共享健
康权利体能康复训，根据年龄不同开展具
有针对性的跑步机、动感单车等体能训练
活动。 组织戒毒人员举办共担防艾责任、
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主题文艺汇
演。 演出结束后，组织戒毒人员学习艾滋
病宣传手册。
世界艾滋病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是
戒毒场所关心戒毒人员身体健康，让戒毒
人员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关注，真正
懂得珍爱生命、关注健康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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