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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郑有爱

危险面前， 是选择奋勇直前还是裹
足不进 ？ 湖南省麓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519 医院药剂科主任、 戒毒医疗中心副
主任陈宇没有一丝犹豫， 他隐瞒家人来
到了戒毒最危险的地方———传染病区肺
结核、 艾滋病戒毒人员的管教和医疗岗
位。

直到一年后，面对家人的疑虑，他坚
定地说：“再危险的岗位也要有人去做，
穿上这身警服就别无选择。 ”他每天与艾
滋病、肺结核、传染性肝炎 、梅毒等传染
性极强疾病为伴，穿防护服、戴口罩和护
目镜，全副武装的他被称为“蒙面英雄”。

从事司法行政戒毒工作 11 年来，陈
宇每天穿梭在传染病戒毒人员中间 ，帮
助病残戒毒人员重燃生命之火。 因工作
成绩突出， 他先后 2 次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荣获 4 次嘉奖及 1 次三等功。 2021
年 ３ 月， 他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平安
之星。

到最危险的岗位去
2017 年 8 月， 全省病残戒毒人员收

治专管所———湖南省麓山强制隔离戒毒
所正式启动全省病残戒毒人员收治任
务。

吸毒人员所处环境复杂， 极易感染
艾滋病毒。 而艾滋病戒毒人员由于免疫
系统受损，绝大多数患多种疾病，且多为
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陈宇坦言，最开始接
触这类群体时，内心经常发怵。

不久， 该所又承担起收治肺结核病
人的重任。 结核杆菌可通过空气传播，患
者不可与其他戒毒人员混住。 为此，该所
专门成立肺结核病区， 设置单独三级隔
离区域。 面对戒毒警察最危险的岗位，谁
来做病区专管医生成了摆在所领导面前
的一道难题。

这回，陈宇又一次站了出来，义无反
顾地来到最危险的地方， 负责起传染病
区肺结核、艾滋病人的管教和医疗工作。
在这里， 每个戒毒人员都患有严重的肺
结核疾病， 甚至艾滋病和肺结核病双重
感染， 极易出现难以控制的并发症危及

生命。 执法人员极易发生职业暴露。
陈宇加强肺结核病 CT 筛查， 补齐

X 线的短板， 还不定期邀请专家进院会
诊指导。 在确保传染病区的绝对安全基
础上，提升肺结核病的治愈率。

此外， 依据病情轻重对戒毒人员进
行隔离或强制隔离， 病区安装新风系统
及紫外线消毒灯、84 消毒液拖地等院感
防护措施。

在陈宇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戒毒
人员结核病临床治愈率达 90%。

穿上警服就意味着责任
陈宇介绍， 患有艾滋病等特殊疾病

的戒毒人员自卑 、脆弱 、敏感 ，有很强的
自我防御意识。 “就拿开药来说，同一种
病如果开不同的药， 对方就可能认为我
看不起他”。

而更为棘手的是肺结核。 结核杆菌
可以通过呼吸道、 消化道等多种途径传
播，对于监管场所来说院感风险极大。

2019 年国庆前夕， 省麓山强戒所接
收了一批从各地转送来的特殊病戒毒人
员。“继发性肺结核空洞型，痰检‘++++’
强阳性，具有高度传染性。 ”做完入所体
检后， 陈宇对戒毒人员李某的检验结果
皱起了眉头。 多年吸毒不仅对李某的身
体造成了严重损害，更让家人彻底失望，
被村民当作“瘟神”。 刚到所的李某自暴
自弃、态度消极，拒不配合治疗。 陈宇一

有时间便和其谈心谈话， 量身定制治疗
方案。 坚持服药一年多，李某病情稳定下
来。

“别人都不理我 ，你为什么关心我 ，
你不怕传染吗？ ”看着年轻的警察医生为
自己如此尽心尽力，李某多有不解。 陈宇
又何尝不知其中危险， 一旦发生职业暴
露， 服用抗病毒药物的极大副作用是其
次，作为家庭顶梁柱，他还有年迈的父母
和妻儿。

“不害怕是假的，因为即便做到百分
百防护，也不可能百分百安全。 但党和国
家培养了我， 穿上这身警服就有责任和
义务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任务。 ”陈宇
坚定地说。

“有他在，我们就放心”
既是塑人的警察，又是救人的医生，

陈宇身肩双重责任。
2018 年初， 刚创办不久的艾滋病和

肺结核两个重点传染病室正常运转。 外
套白大褂， 戴着两层口罩的陈宇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 逐个病房察看新收治戒
毒人员的病情。

在一个病房内， 陈宇看到两个艾滋
病戒毒人员不知为何突然起了冲突 ，开
始推搡打闹。 他一个箭步冲到现场大声
喝止，用双手将两人分开，但两人的争吵
并未停止， 夹在中间的陈宇只觉眼睛黏
膜里都是两人喷薄而来的口水。 一瞬间，

陈宇有些慌张。 在与管教民警合力将冲
突平息后，他独自前往疾控中心处理，所
幸快速检测的结果是阴性。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 让陈宇开始
思考：吸毒者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
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能否得到教育
矫治和挽救， 直接关系社会大局的稳定
和谐。 为此，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心理引
导和教育转化中来。

陈宇力推疾病、思想、心理诊断 ，再
进行药、理、心、体、食疗的“三诊五疗”治
疗模式，并因人施治作到一人一方案。 在
每位吸毒人员的病案上， 清晰记录着每
一次检查后的诊疗方案。 在戒毒人员改
造完成后，陈宇都会复制一份交给他们，
方便后续治疗。 艾滋病戒毒人员重燃生
活的希望，主动治疗率达 85%以上。

段志鹏也是主动选择到传染病专区
的管教民警。 在他眼里， 年纪比他小的
“宇哥”是一个细致热心 、敢想敢做的好
搭档。 他们一个分管治疗， 一个负责管
教，彼此相互补位，步调总能保持一致。

“他把病区分成一、二、三级管理，我
们去哪个级别的管理区， 就知道做什么
级别的防护。 ”段志鹏说，“有他在，我们
就放心。 ”

■记者手记

致敬，默默无声的
戒毒人民警察

自省麓山强戒所启动收治以来 ，未
发生 1 例医疗安全事故， 连年获评司法
部“六无”场所安全单位。 陈宇只是该所
戒毒警察队伍中的一员。

戒毒警察每天直面艾滋病、肺结核、
肝炎等高危传染病职业暴露风险， 与毒
魔的较量，堪称“刀尖上的舞者”。 他们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不敢告诉家人， 有些
警察为了杜绝风险从不穿警服回家 ，甚
至被子、枕头等用品都与家人分开使用。
他们的牺牲与奉献，大多不为人所知。

然而，一身警服，便是一生责任。 他
们践行着入警时的铮铮誓言， 用忠诚铸
就警魂，用担当守护平安。

致敬，默默无声的戒毒人民警察！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齐果 通
讯员 徐灏 谭缜）临澧县修梅镇是党和国家重
要领导人之一林伯渠同志的故乡，修梅派出所
诞生于这片热土之上，始终以“红色卫士”的角
色爱护着这里的群众。 自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开展以来，修梅派出所坚持立足实际抓
学习教育，以为民办实事传承“红色精神”。

2021 年 4 月 15 日， 该所值班民警接到桃
源县公安局浔阳派出所电话，称辖区内有一流
浪精神病人，疑似修梅镇居民。 民辅警确认该
病人为本辖区居民史某飞后，立即赶赴桃源县
将其接回家，并为已沦为“黑户”的史某飞重新
补了办户口、身份证。 在外流浪了 23 年的史某
飞与家人喜极而泣，并为修梅派出所送上了鲜
红的锦旗以示感激。

修梅镇辖区内有幼儿园、 中小学校 7 所，
师生人数 1800 余人。 该所定期对学校开展全
面的消防检查， 利用家长接送学生的机会，积

极宣传交通法规 ，提升师生 、家长的交通安全
意识。 师生、家长纷纷为派出所的护学岗工作
点赞。

2020 年 6 月，修梅派出所连续接到多名群
众报案称家中遭窃，办案民警顶着烈日四处调
查取证，历时 28 天，终将该跨区域连环盗窃案
的犯罪嫌疑人武某抓获归案。

自临澧县公安局大力开展 “服务‘三高四
新’、建设平安临澧 ”实践活动以来，修梅派出
所积极响应，以“服务大局、管好本行”为目标，
突出亲企护企，紧密结合县域警务风险防控工
作，着力优化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2021 年
4 月 11 日，修梅派出所迅速侦破一起安慈高速
施工机器被盗案，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赢得
了辖区企业的称赞。

据悉，该所管辖的 12 个行政村，有常住人
口约 3.4 万人，近年来，治安良好、平稳有序，无
一起重大案事件发生。

刀尖行走的“蒙面英雄”
———记全国平安之星、省麓山强戒所戒毒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宇

修梅派出所：守护群众安危 当好“红色卫士”
■我为群众办实事

陈宇为离所就医的戒毒人员带上手铐。 �

村民史某飞及家人为修梅派出所送上了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