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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法治、

道德等教育， 是增强其法治观念，
提高道德素质和悔罪意识的重要
手段， 能更好地预防和减少犯罪，
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
会。

天心区司法局创新教育模
式， 采取线上教育与线下分散
教育相结合 ，充分利用 “心岸 ”
网络教育平台、在矫通、学习强
国等信息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
线上教育。

在线下， 该局引入社会组织
机构参与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
作， 每月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
育、分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
及公益活动。

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
心的基石。 该局结合传统节日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在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
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责任
感。 今年 2 月，通过让社矫对象
玩游戏、猜灯谜、自制花灯等系
列活动，既弘扬传统文化，又帮
助他们清晰规划未来目标 。 6
月，城南路司法所、坡子街司法
所组织社矫对象洗剪粽叶 、煮
红豆……大家将包好的 200 多
个粽子， 送往天心阁社区和吴
家坪社区， 不仅为环卫工人送
去节日的温暖， 也让社矫对象
在劳动中增强社会责任感 、奉
献意识。

6 月 ， 天心区社矫局组织
“父爱如山 真情回馈” 父亲节
活动，社矫对象合唱歌曲《酒干

倘卖无》时，不少社矫对象回忆
起与父亲的点点滴滴， 潸然泪
下。 王某平日与儿子关系紧张，
通过活动， 他学习了如何与孩
子相处、 如何从孩子的角度看待
问题，他与儿子的关系得到了较大
改善。

为切实维护中秋节期间辖
区安全稳定，9 月， 天心区社矫
局在先锋司法所、 南托司法所
分别组织社矫对象开展中秋节
前警示教育会。 工作人员向社
矫对象强调了违反社区矫正管
理规定的处罚措施， 强化纪律
意识，预防中秋期间出现脱管、
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现象 ，确
保节日期间社会安全稳定。

为引导他们常怀孝之心 ，
助力修复社区关系， 该局在大
托铺、黑石铺、赤岭路司法所组
织社矫对象开展九九重阳节教
育活动。 社矫对象来到天心区
社会福利中心， 打扫中心及广
厦新村社区养老中心的环境卫
生，一起为老人包饺子、制作健
康养身茶。

呵护女性心理健康
今年 3 月 8 日是第 112 个

国际妇女节。 为帮助女性社矫
对象正确认识自我、 处理好工
作家庭关系， 天心区社矫局巧
立游戏细则 ，组织 “心中有爱 ，
共筑幸福”主题活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以“画雨
中的我”为主题，组织社矫对象
绘画，分析参与者心理状态，有
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

“女性社矫对象是一个特殊

群体，她们需要社会的关注、关
爱与支持，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接纳与包容， 从而增强重新融
入社会的信心。 ”天心区司法局
副局长张楧介绍， 全区女性社
矫对象占比达三分之一以上 。
近年来， 该局一直在积极探索
在册女性社矫对象教育帮扶新
路径， 使得她们能够更好地得
到自我实现， 自觉接受社区矫
正，顺利融入社会。

在 5月组织的 “浓情五月天，
暖爱母亲节”主题活动上，工作人
员以“母亲”主线，让社矫对象更好
地了解母亲为自己成长所付出的
艰辛，懂得感恩、关爱他人、回报社
会。 “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
们真正认识到亲情的可贵，希望下
次还能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
社区矫正对象李某如是说。

除了以节日为主题的教育
活动， 今年天心区社矫局还联
合省市妇联、 省市社矫局开展
“重绽生命之花”关爱女性成长
大型女性专题教育， 激励女性
社矫对象发扬自尊 、 自信 、自
立、 自强精神， 促使其重塑自
我，向阳新生。 通过为期 3 天的
参与式、 沉浸式一系列体验式
活动主题教育， 帮助她们重新
建立自我认知，宣泄不良情绪，
更好地融入社会。

工作人员根据活动前后心
理测量和表现情况， 将仍存在
心理问题的女性社矫对象作为
个案跟进， 制定个性化心理矫
正方案，通过一对一面谈、建立
个人档案等手段， 做好个案管
理工作。

扶残助残渐成风尚
助残扶弱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为促使社矫对象树立
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天心区
社矫局组织社矫对象开展爱心
助老、助残等主题教育活动。

5 月，天心区社矫对象走进
区社会福利中心， 对中心休闲
活动中心、 大型活动厅等室内
场所进行清洁， 修剪美化户外
园林， 得到中心工作人员一致
称赞和感谢。 社矫对象还为肢
体残疾群体搭建菜棚、打菜籽，
让他们早日吃上新鲜绿色蔬
菜。

“能用自己的双手 ，为老年
群体和残疾群体的生活环境创
造一点价值 ， 我觉得特别欣
慰。 ”陈某深有感触地说，今后
一定会让自己成为自食其力 ，
对社会有益的人。

天心区司法局党组书记 、
局长彭克伦表示， 开展此类活
动不仅是让社矫对象通过劳动
回报社会， 更是让他们能够在
劳动中受到教育， 明白自食其
力才是实现人身价值的正确途
径， 促使社区矫正对象树立正
确的劳动观、价值观。

红色教育提升矫正质效
为加强社区矫正对象识毒、

防毒 、拒毒 、禁毒意识 ，6 月 ，天
心区司法局联合南托司法所在南
托岭社区广场开展了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利用
仿真毒品模型，以生动形象、通

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毒品的种类
及危害， 告诉他们如何辨别新
型毒品， 尤其是与零食外形极
其相似的新型毒品， 提高防范
毒品的意识。 设置禁毒游戏体
验区，通过配戴 VR眼镜体验穿鞋
带、磁力迷宫等游戏，模拟真实场
景， 让社区矫正对象亲身感受毒
品给身心带来的危害。

活动中， 天心区社矫对象更
是变身禁毒宣传者， 向来往路人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宣传禁毒知
识。

如何防范身边的消防安全风
险？ 11月，黑石铺司法所、大托铺
司法所以“社区矫正学消防，珍爱
生命创幸福”为主题，引导社区
矫正对象积极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 工作人员讲解如何防范、应
对安全风险， 指导如何使用灭
火器并掌握灭火步骤。 不仅提
高了社矫对象的安全意识与急
救技能， 还丰富了社区矫正教
育帮扶的内容和形式。

为进一步培育社矫对象爱国
精神， 该局和裕南街司法所开展
“学党史、听党话、感党恩”红色教
育活动。社矫对象来到新开铺桥头
社区红色基地，了解中国共产党
从建党的艰辛到百年发展的光
辉历程及取得的成就， 组织观
看红色纪录片， 引导他们学党
史、悔己过、感党恩、焕新生。

一系列的红色教育， 让社矫
对象深深体会到今天的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我们一定会自觉遵纪
守法，积极接受社区矫正，努力回
报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心和帮
助，回报社会和家庭”。

增强法治意识 培育道德素养
长沙市天心区一月一主题创新社区矫正教育工作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罗霞
通讯员 李浩明 万铭燕

日前，长沙市天心区司法局黑
石铺司法所、大托铺司法所以 “社
区矫正学消防， 珍爱生命创幸福”
为主题，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消
防安全培训活动，不断丰富社区矫
正教育帮扶的内容和形式。

今年来，天心区司法局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监督管理
与教育帮扶相结合，采取一月一教
育主题 ，提高教育矫正质量 ，促进
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为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社区
矫正力量，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

①天心区召开 2022 年度社区
矫正委员会暨区平安建设重点人群组
会议。

②天心区社矫对象参加助残公
益活动，帮助肢体残疾群体搭建菜棚。

③女性社矫对象团体心理辅导
现场。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