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经常打架、初中辍学后游手好闲、外出务工小偷小
摸、因吸毒曾六次被强制戒毒、得知母亲去世后第一时间仍不
忘买毒品……瓮安县永和镇垛丁社区居民冉洳举原本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人，吸毒史长达10年，在背负着巨大思想压力和3
年强制戒毒后终于重获新生。

近年来，在政府和各级政法系统的帮助下，冉洳举逐渐走
上人生正轨，开始新的生活。如今，他已是瓮安县永鑫洗涤服
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并承诺要帮助更多解戒人员回归社会、
回归家庭。

外出务工染毒，曾因吸毒“六进宫”
说起冉洳举，永和镇的人都知道，他曾是一个无恶不作的

小魔王。读小学和初中时，整天瞎混，经常旷课和打架，初中
没毕业就辍学在家，浪迹在镇上，父母根本管教不了。

1990年，刚满20岁的冉洳举来到瓮安县城一家肥料厂学
做机修工人，刚开始很感兴趣，可是刚到 1年，还没学会机修
工作就辞了职，又开始在县城瞎混，这里混一顿、那里混一顿，
有时还混到没饭吃，但又不想找工作。

时间过得很快，1993年，冉洳举南下东莞打工，刚开始也
是混日子，混不下去后才找到一家公司当保安，并接触到很多
不三不四的人。有一天，几位朋友找到他，请他吸食海洛因，

出于好奇心理，他开始有了第一次，后来又接着有了第二次、
第三次……直到上瘾。

据冉洳举回忆，大概是1994年，他就离不开毒品了，经常
小偷小摸筹集毒资。1995年又从东莞回到了瓮安老家，回家
后，他并没有放弃吸食毒品。1995年至 1998年，冉洳举经常
骗家人和亲戚朋友，说借钱做正事，实际上是筹钱买毒品。

当地公安了解到冉洳举在吸食毒品后，便派人跟踪，发现
他果然在吸毒。1999 年，公安机关坐实冉洳举吸毒的证据
后，将他关在戒毒所强制戒毒，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去”，半年
后，便被放了出来。然而，2000年，他因再次吸毒又被强制戒
毒；2001年，第三次“进去”；2002年第四次“进去”；2003年第
五次“进去”；2004年至2007年，第六次“进去”，皆因吸毒。

强制戒毒成功，决心创办洗涤公司
冉洳举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四，有两个哥哥、一

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1995年父亲去世时，他已吸
毒成瘾；2000年，他收到母亲出车祸去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
不是回家，而是去买毒品，因为他担心回家后没毒品活不下
去。

然而，在冉洳举六次被强制戒毒过程中，2001年和 2003
年的那两次令他印象最深。2001年，他姐姐在医院住院，生
命垂危，没钱转往大医院治疗，而他却还在问姐姐借钱买毒
品，并说了很多气话，导致他姐姐医治无效离开人世。“当时我
嗜毒成性，真不是人。”冉洳举非常后悔当时的所作所为。

2003年的一天，冉洳举没能及时吸食毒品，口吐鲜血被
送往医院，醒来后又与 5个朋友跑去安顺买毒品。当妹妹回
到医院找不到人时，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哥，生命是
父母给的，道路在你脚下，生命在你手中，关键看你自己如何
走。后来，这条短信一直在冉洳举心中徘徊，但还是没能挽回
他对毒品的迷恋。

2004年至 2007年，冉洳举又进去了，这一次除时间比以
往长外，更重要的是让他戒掉了毒瘾。戒毒期间，他时常回想
逝去的父母和姐姐，以及妹妹的短信，加上国家的教育，使他
深受教育和启发。

出来后，冉洳举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 5000元帮扶资金，
开始在永和镇做煤渣生意，2年不到就赚了10万元。2011年，
冉洳举又与朋友到福泉市做矿产生意，2年时间又赚了 50万
元。

此时此刻，全省上下正在实施“阳光工程”，县禁毒办借此
机会，动员冉洳举发挥一技之长到永和镇创办洗涤厂，并从政
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他也暗下决心，表示要将洗涤厂做大
做强。

言传身教，助吸毒者走上人生正轨
2013年4月，在县禁毒办和永和镇政府的帮助下，以冉洳

举为企业法人的瓮安县永鑫洗涤服务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
立，共5位股东，其中3位都是吸毒康复人员，公司同年8月投
产。

“以前在东莞我做过洗涤工人，熟悉这块业务。”说到办
厂，冉洳举说，刚开始遇到很多困难，人们都用歧视的眼光看
他，但后来在县禁毒办和永和镇政府的帮助下，周围的人逐渐
改变了看法，还主动到厂区参观，有的村民还想来做工。

公司建成后，一直与都匀强制隔离戒毒所保持良性互动，
双方签订了吸纳解戒人员长期就业安置和延伸帮教协议，并
开通了解戒人员就业绿色通道，可及时为失足人员提供良好
的就业机会。

日前，记者来到该公司厂区，尽管下着大雨，但锅炉房里
的火却烧得很旺，多位工人正在车间内整理洗涤好的床单、被
套。“我以前也吸毒，从戒毒所出来后受了不少歧视，但 2014
年 2月到冉洳举的洗涤厂工作后，我感到社会是温暖的。”今
年51岁的邓世砝（化名）告诉记者，他现在在工厂车间做管理
工作，每月 3000元，家庭也从过去的分崩离析变成了现在的
和睦相处。

冉洳举介绍，公司成立以来，先后为 70余名戒毒康复人
员提供过就业岗位，其中就业转岗40余人，戒断巩固3年以上
未复吸实现 100%，接受戒毒人员及家属咨询 80人次。目前
有 16 位戒毒康复人员正在洗涤厂上班，占全厂员工数的
46%。

近年来，瓮安县永鑫洗涤服务有限公司在冉洳举的经营
下，先后获得瓮安县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阳光企业、全州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阳光企业”建设先进企业、社区戒毒社区康复“8?
13”工程建设先进阳光企业等荣誉称号，冉洳举本人也多次获
得省、州、县三级表彰。

“是县禁毒办、公安机关和永和镇政府帮我走出了毒品的
深渊，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所以，为更多解戒人员提供就业岗
位，让他们重获新生是我责任，也是使命。”冉洳举坚定地说，

“这辈子，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瓮安县永和镇冉洳举戒毒成功回乡创办企业，为解戒人员开通就业绿色通道

“助解戒人员重获新生是我的责任”
文/图 杨勇 邓德平 郭勇 本报记者 周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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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梯田 代传富 摄

本报讯 “感谢政府关心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
爱，是你们在救我孩子的命啊……”7月 8日，州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来到罗甸县，探访该县交砚乡石兴村石头寨组
村民岑万会一家，并送上慰问金。

岑万会夫妻俩于 2015年 3月喜得贵子，取名岑世豪。
岂料，岑世豪在 7个月大的时候被查出患有地中海贫血，
导致体内红细胞一生长就遭破坏，丧失造血功能，只能依
靠长期输血治疗维持生命。岑万会夫妻俩去献血均被告知
血检不合格，因而加重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岑万会现年 32岁，肢体残疾，是一家 6口的顶梁柱。
其母亲尚失劳动能力，其妹27岁视力残疾（二级）。岑万
会夫妻二人另有一女7岁。

世豪的妈妈徐安艳说，自从为孩子治病以来，一家人
的生活就以他为中心，一边治疗，一边在全国各地寻访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进行配对。现儿子已经 2岁4个月了，由
于这病，活波可爱、十分好动的他身高不足 80厘米，看
着心里就感到阵阵刺痛。每隔 20天，世豪就要到医院输
血治疗，好多和他一样大的孩子一扎针就哭，而他却不
哭。

“世豪是幸运的，上个月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医科大
学附院第一医院找到了血型配对者，并配型成功，医生告
诉我，治疗费用共需约30万元。”岑万会说，面对这笔费
用，他的家庭已经无力负担，之前，为给儿子治病，家里
已经负债。好在通过“腾讯公益”及其它微信平台募集与
亲友们的帮助，目前已经凑得医疗费 16万，为此，希望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继续伸出援手，助其度过难关。

若有好心人愿意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可拨打岑万会
电话：15885447860。

（本报记者 曾宪华）

罗甸两岁男娃找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还需14万医疗费急需社会伸援手

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使用布依语
开庭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由于当事人无法用汉话准确表
达自己的意愿，该庭通过“双语庭审”的方式进行开庭审理，赢得
了当地百姓的一致赞许。

原告吴某某与被告王某某于2011年便相识相恋，2013年到
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2014年，两人因家庭生活
琐事发生争吵致使夫妻感情失和，原告认为原、被告夫妻感情已
经破裂，遂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由于原告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
不会说汉语，为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该庭选派“双语法官”杨庆
红协助案件审理，结合民族习惯法，经耐心调解，促成双方达成
离婚调解协议。

该案不是典型案例，只是都匀市法院使用“双语法官”破除
沟通障碍审结的案件之一。市法院在履行审判职能时，充分考
虑辖区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状况，有意识地选择“双语法官”，使
用民族语言审理涉少数民族案件，让当事人觉得法官亲切、值得
信赖，从而使案件的审理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一。 （罗光照）

双语审判 化解纠纷

本报讯 为进一步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打击赌博违法犯罪
活动，7月 2日，罗甸县公安局木引派出所组织全所警力对整个
辖区游戏室、网吧、商业店面、出租房屋等场所进行地毯式突击
清查赌博机，共查获一批赌博机。

活动中，该所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警力，通过集中
清查，对辖区内利用赌博机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严
查严打，该所将查获的一批赌博老虎机，于当日在该镇垃圾场
进行集中销毁，此次销毁行动不仅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震慑作
用，更表明了公安机关查禁赌博机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此举有
效净化了社会风气，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何知才 本报记者 王亚茹）

罗甸清查老虎机 肃清治安环境

本报讯 近日，罗甸县公安局龙坪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开展
精准扶贫入户走访调查中发现，1968年12月出生的石文光原户
籍在罗甸县龙坪镇大关村摆所组，现年48岁，至今没有户口。

据了解，石文光的父亲在其2岁左右就已去世，母子俩相依
为命，长大成年的张兴华就外出务工，因其没有文化，外出务工
后找不着路回来，一直未能归家，母亲张兴华以为儿子石文光失
踪了，在开展人口普查时，就把石文光户口注销了，前几年石文
光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没有户口并没有向村组干部反映自己的
情况，也没有向警务室解决自己没有户口的问题，导致其无法享
受国家相关的政策。

了解石文光的情况后，该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在取得相关
调查材料后，并将户口办理成功，解决了石文光 10多年无户口
的问题。 （何知才 本报记者 王亚茹）

“黑户”十多年 终圆户口梦

本报讯 7月 4日，都匀市“新家庭计划—家庭能力发展建
设”项目试点工作在都匀广惠路办事处启动。

该项目以家庭保健、科学育儿、养老照护、家庭文化等为主
要内容，通过“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的有效实施，充分发
挥公共服务网络优势，以家庭为主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促进
和提高群众生殖健康和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发展进程。按照塑
造新家庭、新观念、新风尚和提高家庭综合发展能力的要求，实
现优生优育优教能力，提升创业致富能力，健全风险预防抵御能
力和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能力，使特殊家庭通过自我发展，生活
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改善。

该市将通过试点带动全市，逐步把新家庭计划项目工作引
向深入，逐步形成计生牵头，社会参与，服务群众的畅享工作机
制，真正把这件惠民利民的实事办好、办实。

（蒙道群 本报记者 宫杰）

都匀启动“新家庭计划——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试点

由贵州隆都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位
于都匀经济开发区洛邦社区
的大坪水厂供水工程，经都
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
贵州隆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协商，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建
设、运营合作，并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为妥善解决好
都匀经济开发区大坪水厂供
水工程项目拖欠民工工资及
工程款，请与该项目有关债
权人于见报之日15天内到都

匀经济开发区隆都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大坪水厂供水工
程） 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逾期后果自
负。

联系人：罗绍能
联系电话：13985781123
联系地址：都匀经济开

发区农林水务局306室（都匀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院众望
种业大楼三楼）
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7月12日

公 告

各债权人：
为核实和清理贵州江宇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
保障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携
带相关债权凭证和身份证明，到
荔波县樟江国际城项目11栋2楼
进行债权登记。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54-3529177
贵州江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2日

公 告

我公司不慎遗失《他项权证》
一本，抵押土地坐落于：都匀市河
滨路，抵押面积：14138.008平方米
（土地证上面积：16294.118），证
号：匀他项（2011）第 8 号，特声明
作废。

都匀市国有资本营运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22701600098579；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52270119771013264X，特 声 明 作
废。

都匀市杨柳街虹华家电经营部
2017年7月12日

本人不慎遗失《中级专业技术
职 务 聘 任 证 书》一 本 ，编 号 ：
201502257，特声明作废。

杨育滔
2017年7月12日

我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2722MA6DM9WAXN，特 声
明作废。
贵州沁心山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2日
本人不慎遗失《林权证》一本，

印刷编号：520600382225，特声明
作废。

王栋林
2017年7月12日

本人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证号：522701002399，特声明
作废。

罗丽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贵州增值税专用发
票一份，含记账联、抵扣联、发票联
三 联 ( 未 开 具)，发 票 代 码
5200161130，发票号 00096977，特
声明作废。

独山县阳光花园大酒店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22725000032130；中华人
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
55192457—6，特声明作废。

瓮安县世强编织袋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2日

本人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证号：522701006580，特声明
作废。

赵苏蓉
2017年7月12日

我公司不慎遗失贵 JU7781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证》，证号：522701201952，经营
许可证号：522701014026，特声
明作废。

都匀市黔匀出租车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2日

我单位不慎遗失在三都水族
自治县周覃农村信用合作社开立
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号
为 ：2431040001201100003444，核
准号：J7163000020401，特声明作
废。

三都水族自治县周覃供销社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522720600015979;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522701197112031013，
特声明作废。

杨槐光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编号：GZ08-Db-
20150658，特声明作废。

都匀市利群大药房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522701600225105，特 声 明 作
废。

张化成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22701600109478，特声明
作废。

都匀市宏华家电
2017年7月12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2701MA6DN6UJ8W，特声明
作废。

贵州盛缘兴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2日

遗失启事

注销公告
我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注 册 号 ：

93522725MA6DMAT369）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日
内前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瓮安县凯玲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7年7月12日

注销公告
我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522701059076501M）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前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都匀市螺丝壳匀绿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7年7月12日

冉洳举（左）在车间内指导工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