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南六环外， 有一所利康医院， 附近居民也会来这里寻医问药， 但很少有人知道， 与这所
医院紧连的还有一所特殊的名字———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 在矫治所内，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是关
押的主要群体， 与其他戒毒所不同， 关在这里的人员全部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在世界艾滋病日来
临之际， 记者来到这里， 通过与民警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零距离” 接触， 了解到这里有两个特殊
的群体， 一方携带HIV病毒； 另一方却因为职责所在， 一天24小时面对HIV携带者。 他们同样游走
在生命边缘， 却用爱在进行一场 “心灵的博弈”。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摄

进入矫治所要通过严格的安检 ，
手机不能带入。 居住的地方看起来更
像是医院的病房 ， 阳光通透的走廊 ，
每间房内有6张床， 配有图书阅览室、
心理咨询室、 谈话室。 楼下还有箱庭
沙盘室、 活动室等。 为了防止犯人碰
撞流血， 屋里很多设施都磨去了棱角，
床头都是圆的， 并用塑料制成。

“所管人员” 是对矫治所内人员惯
用的称呼， 每天， 矫治所为他们制定
详细的 “一日管理流程”。

HIV感染者： 希望早日回归社会

今年30岁的晓国出生于一个5口之
家， 有个哥哥和弟弟。 “父母喜欢女
孩， 哥仨儿当中我又是比较乖巧的一
个， 所以家里一直拿我当女孩养， 这
可能是我性取向形成的重要原因 。 ”
2007年 ， 晓国第一次接触男同性恋圈
子， 2011年， 因为感情失败后他沉迷
于夜生活， 很快染上了吸毒 。 他生活
的轨迹从此发生了变化， 每天只沉溺
在毒品和淫乱的生活状态中。 2013年，
当确定自己感染了HIV， 他不敢面对，
开始逃避现实。 终于在2016年的10月
因吸毒被抓， 于同年11月开始执行了
两年的强戒处罚。

“刚开始心里总有一种 ‘我怎么这
么倒霉 ’ 的心态 ， 后来转到利康所 ，
这里在押的都是同病患者， 民警跟我
握手， 跟我交谈， 没有歧视。” 通过民
警的教育和对艾滋病治疗知识的了解，
晓国的心态慢慢有了变化： “回看多
年来的吸毒经历， 我悔恨难当。 自从
染上毒瘾， 几乎一切成空， 积蓄光了，
也拖累了父母。 现在我的身体一日比
一日健康， 心态也在民警耐心的教育
下日益平静， 每次和家里通电话， 妈
妈总是鼓励我， 让我争取早点回家。”
晓国说 ， 现在 ， 他学会了戒毒方法 ，

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 也有信心要跟
毒品决裂， 希望自己能早日回归社会。

民警：不敢把工作内容告诉家人

与艾滋病人员为伍的日日夜夜 ，
民警们承受着压力， 还不可避免地面
临着职业暴露的风险。 彭长胜是艾滋
病大队管教副大队长， 2014年来到这
里工作 ， 他自认为心理素质很过硬 ，
可刚开始集中管理几十号艾滋病人员，
他也有点发怵， 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对
艾滋病的抵触心理。

“到岗后的第一课就是关于艾滋病
常识和职业暴露风险。” 彭长胜说， 虽
然通过学习了解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但最初与这些所管人员近距离接触 ，
还是不自觉地想要戴上口罩、 戴好手
套， 穿好几层衣服。 那时候， 从监区
出来脱衣服、 洗手、 反复消毒都是常
见的场面。 可如今， 干警们与所管人
员面对面交流， 已然都是零防护。”

“干着干着就顾不上那么多小节
了 。 再说 ， 总带着防护就总有隔阂 ，
走不进他们内心， 工作就没有效果。”
彭长胜说， 现在如果民警戴口罩， 那
肯定是自己生病了， 怕传染给艾滋病
人员， 他们的免疫力比普通人低很多。

防护脱下来了， 可心里的压力还
在。 一天晚上， 一名所管人员在洗澡
时不小心脚趾踢到了暖气片， 流了很
多血。 正在值班的彭长胜带他去医院

治疗。 上下楼梯需要搀扶， 面对一名
正在流血的艾滋病毒携带者， 身贴身、
手挽手地接触， 彭长胜并非没有犹豫，
但他没有选择。

现在， 彭长胜依旧不会把上班的
衣服穿回家， 进家门第一件事仍然是
认真洗手。 因为怕家人担心， 他始终
不曾把单位的真实情况告诉家人。

在禁闭室与所管人员谈心

在矫治所， 民警的重要职责还包
括如何让所管人员以健康的心态回归
社会， 箱庭沙盘室、 心理咨询室， 都
是民警帮助所管人员心态回归的地方。

潘培闪是艾滋病大队最年轻的民
警，90后的他去年9月才到岗。 今年3月
15日下午，所管人员晓伟与他人发生打
架，因此被送往沐林所禁闭15日。 晓伟
在禁闭期间情绪激动，拒绝进食，不服
从管理。 作为责任民警，潘培闪前往沐
林所，在禁闭室里待了一天，与他谈话，
帮他分析违纪的原因。 通过引导和教
育，疏解了他的情绪。 目前， 晓伟有了
很大的转变， 能够主动接受自己的性
格缺陷，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
造成后果的思想根源。 以前打电话回
家对家人只提要钱， 现在开始关心和
安慰父母， 能够为家人着想。

用医者仁心守护生命健康

对于所管人员， 治疗非常重要，戴

晶平是利康教育矫治所的医生，从走出
校门正式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起，她就
告诫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
担当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之责。

那是周末的一个清晨 ， 戴晶平正
在家里准备早饭。 手机响了， 电话那
头值班医师急促地说： “重点病号吉
某突然高烧 ， 呼吸急促 ， 嘴唇发紫
……” 她来不及多想， 摘下围裙就赶
到病房 ， 看到吉某虚弱地躺在床上 ，
嘴唇青紫， 满身脓包， 皮肤没一块儿
好地方 ， 脓液混杂着血液把病号服 、
床单都染得血迹斑斑。

做检查时， 吉某费劲地挤出了几
个字： “戴主任， 我是不是快死了？ ”
“想什么呢？ 发个烧算什么事儿，这是起
水痘的正常反应……”戴晶平一边安慰
吉某， 一边组织医护民警采取措施，几
个小时后，吉某的体温逐渐下降……走
出抢救室， 想到吉某因患有艾滋病，他
的血液、体液、呼吸道都具有高度传播
风险时，戴晶平反复叮嘱值班医生和大
队民警做好防护，尽可能地减少安全隐
患。 事后一次查房， 吉某对她说： “戴
主任， 那天发烧啥情况我真一点都想
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您对我说， 治这
个病最拿手。 我信您， 谢谢您！”

戴晶平说：“作为一名医生师，当竭
尽所能把一张张饱受病痛折磨的面容，
变成灿烂笑容的那一刻，我深深地为我
所从事的职业感到欣慰和自豪。”

用爱进行“心灵的博弈”
———走访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

做心理测试 自发学习中

和民警一起活动、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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