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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接力家门口
情暖北蔡慈善行
以“爱心接力家门口 情暖北蔡慈善行”为主题的浦东新区
北蔡镇 2018 年第十六届慈善联合捐活动，在镇党委、政府的关
心支持下，在基层各级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和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超额完成今
年的任务指标，
完美收官。
本次活动中，村居民区、企业单位代表积极响应慈善号召，
纷纷慷慨解囊，以实际行动践行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优良传
统。据统计，共有 150 余家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基层单位等 3 万
余人次参与募捐。共筹得社会募捐善款 3137030.5 元。其中，
机关事业党总支 88350 元、居委 626100.7 元、村委 324055 元、企
业 2094509.8 元、爱心人士
扫描微信二维码捐款 4015
元；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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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徐泾镇不断加大企业职工的禁毒宣传力度

全面加强网吧等重点场所的禁毒管理
为加强职工禁毒意识和抵制毒品的能
力，普及禁毒宣传教育，提高职工的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1 月 3 日中午，徐泾镇禁毒办会
同镇综治办、总工会、徐泾报、中国银行等部
门单位至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展企业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禁毒工作人员及禁毒志愿者通
过发放《上海市禁毒条例》、
《徐泾镇职工禁毒
教育手册》等宣传手册和禁毒宣传纪念品，摆
放真实案例的禁毒宣传展板，在企业宣传栏
及食堂墙壁粘贴禁毒海报，向企业职工全方
位宣传毒品预防教育的知识，不断提高企业
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的识毒、拒毒和防毒意
识。倡议企业将禁毒知识纳入员工职业培训

中，使员工不断加强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培
养健康生活方式，不让毒品进企业。
此次活动，旨在让更多的企业员工充分
认识到毒品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增强
大家禁绝毒品的决心，使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更加深入人心，在企业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
传氛围，着力减少新滋生吸毒人员的产生。
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及禁毒宣传品 600
多份，摆放禁毒宣传展板 16 块，禁毒海报 4
幅。
此外，针对宾旅馆、网吧等特种行业、文
化娱乐场所易诱发涉毒案件的实际情况，徐
泾镇继续加大对业主和管理人员的禁毒教育
力度。日前，徐泾镇禁毒办对区域内布丁酒

店、睿博云酒店、格林豪泰等宾旅馆开展禁毒
宣传活动。
活动中，禁毒办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结合
《上海市禁毒条例》中涉及宾旅馆的条文，向
从业人员讲透毒品危害、法律责任。对宾旅
馆摆放的印有“依法禁毒 构建和谐”的禁毒
警示台牌位置、损耗及缺失情况进行了排查，
对位置不醒目的进行了纠正；对缺损的进行
了更换及补发。并提醒工作人员宾馆来往人
员复杂，希望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毒品防范
意识，如发现有涉毒可疑行为要及时报警。
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禁毒宣传品
150 余份，禁毒警示宣传台牌 30 多块，禁毒宣
传海报 10 多套。
通讯员 马召明

【图文报道】

捐赠 145 万元、政府财政预

奉贤四团禁毒宣传进农村

算帮困金 146 万元，合计募
集 善 款 达 6047030.5 元 。

根据禁毒办下发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农村

马小梅

浦东南码头路街道开展
禁毒宣传进广场活动
为了使辖区居民充分认识禁毒
工作的重要性，
树立自觉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的意识。2018 年 1 月 10
日，南码头路街道禁毒办组织禁毒
社工、志愿者等在辖区新建成的银
艺滨江社区广场内开展禁毒宣传活
动。此次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150 余份，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
通讯员 刘克伟

浦东金杨街道禁毒
“流动课堂”
进娱乐场所
1 月 5 日至 8 日四天，金杨新村
街道禁毒办组织街道干部、禁毒社
工、志愿者、社戒社康人士在金杨商
业区各大娱乐场所集中地，举办了
一系列禁毒防艾“流动课堂”
宣传活
动，街道人口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也派员参与了此次活动。
通讯员 刘克伟

群众禁毒意识，整体推进农村禁毒宣传教育全覆盖，引
导农民群众践行“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生活理念，建立
农村良好稳定社会秩序，1 月 10 日下午，四团镇禁毒社
工来到刚拆迁入住的锦港佳苑小区进行毒品预防宣
传。
此次宣传活动主要通过发放禁毒手册、小折页、宣
传画等宣传品及张贴禁毒标语等形式展开。禁毒社工
向小区内来往群众宣传毒品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并
一一解答居民们提出的问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此
次禁毒宣传共发放资料 200 多份，受教育人数达 100 余
人。

通讯员 项丹红

奉贤金海社区
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以“珍惜生命、远离毒品、预防
艾滋病”为主题的禁毒防艾宣传活
动在奉贤区金海社区法治文化广场
举行。此次活动由金海社区禁毒办
公室、团工委牵头，恒盛居委等社会
组织共同参与。此次活动以发放宣
传材料、陈列宣传展板、接受法律咨
询等形式开展，并组织志愿者进行
社区入户宣传，让禁毒防艾知识深
入群众。
通讯员 马吉明

【讲述·有一种力量叫悔】

那些年
□罗
2017 年秋因为入所帮教活动，我接触
到了服务对象小林，一个带着眼镜文质彬彬
的青年男子，如果不是穿着戒毒所的衣服，
我很难将他和药物滥用人员画上等号。在
简短的半个小时的会面时间里，
我倾听着关
于他的故事。

●家庭破碎 性情大变

小林 1984 年出生于上海郊区的一个小
康家庭，
小时候父母和睦家庭幸福美满。直
到 11 岁之前都是人人称羡的模范家庭，但
是没想到在度过他 12 岁生日后的一天，家
里爆发了一场争吵。小林就看到母亲犹如
泼妇一样把各种在她周围的东西都尽数摔
到了地上，
嘴里还不时爆发各种骂人的话语
能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此时父亲的状态
也是歇斯底里，在相互的咒骂声中小林隐
隐约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父亲背着母亲
在外面有了小三而且两人已经暗度陈仓了
三四年，现在这个小三已经怀孕急于上位，
父亲想要和母亲离婚。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
况下和平分手已经是奢望，在大吵大闹了一
个月之后，父亲和母亲离了婚，基于对这个
男人的失望，母亲没有要小林的抚养权，选
择拿着补偿走了。当时的他不是很理解母
亲为什么要抛弃他，随着年纪大了渐渐明白
那时的母亲年纪不算大但带着他很难再嫁，
考虑到这个因素母亲才会放弃抚养权，只可
惜小林明白的太晚，在父母离婚后的十几年

丹

里都是靠着对父母的怨恨走过来的，
在这样
的情境之下，小林的性格和行为很难不产生
偏差。
从父母离婚，父亲再婚到继母生子这段
时间里，小林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内向，
当学校的老师发现小林的变化时，小林已经
开始逃学，混迹于社会之中，父亲和继母的
关注点都在他弟弟身上，
唯一关心他的奶奶
在家里没有话语权，
导致小林在接触到社会
上不良人群时，
对于他们的虚情假意都倍感
温情。小林因为长期逃课所以初中都没有
毕业，考虑到小林还未成年，他的父亲没办
法只能托人帮他找了一家职校继续上学，
但
他的职校生涯可想而知也是在不断的逃课
中度过，而且还接触到了更多有不良嗜好
的人群，生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乱，
家人对
此也表示无能为力，
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废掉
了，只希望他毕业后可以找一份工作，结
婚生子这样父母也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使
命。在小林不断颓废的那段时间里，
小林的
亲生母亲曾试图想要把他拉回正轨，
但是小
林不断抗拒和排斥母亲善意的帮助，
觉得母
亲的存在让他更难受，既然当初抛弃了自己
现在就不应该回头，
最终他的母亲也心灰意
冷。

●误交损友 吸毒成瘾
小林的学生时代就混乱不堪，职校毕业
后的他更甚。长期缺乏家庭的关爱和家庭

约束的他正式脱离了学校的管束，使得他犹
如断了线的风筝，对于人生毫无目的，只觉
得得过且过就行，靠着自己的工资收入胡吃
海喝。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小林第一次见到
了冰毒，朋友偷偷摸摸地拿出来问他要不要
尝试，据说吸食之后就会精力无限，特别亢
奋。虽然小林结交的朋友都不太好，但是小
林还是谨守自己的原则，违法犯罪的事情绝
对不能做，但是在朋友多次劝诱，保证不会
上瘾不会被人发现之下，出于好奇小林尝试
了一次，在体验之后小林觉得真的会感觉心
情舒畅，心里的糟心事也会被抛之脑后。事
情通常有一就会有二，小林渐渐沉湎其中不
可自拔，当意识到自己已成瘾时，却为时已
晚。不碰的时候觉得心情压抑，生活没有乐
趣。在一次警方打击毒品活动中，小林被带
进了派出所，那一刻的小林紧张到手足无
措，面对民警的询问，小林吞吞吐吐，在被要
求尿检的时候小林觉得完了，知道这一次是
逃不过了，当下唯一的想法就是能有一次改
过自新的机会。因为是初犯，在行政拘留 5
天之后就释放了，没有被勒令强戒或者社区
戒毒，小林松了一口气，一想到万一被关 2
年顿时头皮发麻。在回到家看到奶奶抽泣
的身影以及父亲失望的频频摇头时，小林暗
自下决心一定不会再去碰毒品。刚出来的
那几天奶奶一直守着小林不停地劝他现在
回头还不会太晚毕竟还年轻，小林在奶奶的
叮嘱中在家待了 1 个礼拜，但是毒品成瘾性

之强，出乎小林的预计，
一天不碰就难受，
虽
有自制力的抵抗，但却好景不长。在一个月
后与狐朋狗友的聚会上再次看见毒品时，
小
林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又吸食了，避开家人的
监控，小林断断续续地碰着毒品。一旦被抓
过一次之后，小林被抽检的概率大大提高，
在被人点出来之后小林再一次被警方抓获，
因吸毒成瘾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这一次小林
被处强制隔离戒毒 2 年。

●坦然面对 追求新生
在小林把他的故事向我娓娓道来的时
候，我最先想到的问题是“你后悔吗？”小林
给我的答案是“我一切罪有应得。
”小林的眼
神中充满着对这件事的坦然，也许他后悔吸
毒但他并不觉得被强制隔离戒毒 2 年有什
么不好，他用一颗想要将功补过的心度过在
所里的每一天，他把空闲的时间用来看书，
他觉得阅读使他的心开阔了，这是他人生中
难得的再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所里他看到了
形形色色的戒治人员，也听到了各种版本的
人生，对他来说那是一种警示，他不希望以
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一直与毒品为伍。在所
里的日子让他明白了很多，也借此机会他向
母亲表示了歉意，在会面的那一天，母子俩
都哭成了泪人。
小林的故事还在继续，那些年随风飘逝
的青春已经成为过去，青春原本就是一个叛
逆的过程，小林的过去或许是一个悲剧，但
故事远远没有走到结束的那一刻，明天又将
是一个新的开始，只要心存改变，我相信事
在人为，期待着小林出所的那一天，期待着
他走好且走完康复之路。
（作者系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青浦
工作站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