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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届“6·3虎门销烟纪念日”全民线上禁毒知识闯关竞赛落幕

百万市民闯关答题掀起“线上禁毒”宣传热潮

二、开展中小学生“我为珠海禁毒代言”活动：
市禁毒办牵头教育、团委等部门，组织开展“禁毒宣

传入校园，健康无毒我代言”校园禁毒代言人选拔活动，
以香洲区为试点，已在86 所中小学发起“禁毒我代言”
短视频征集活动，计划选拔20 名不同年龄段的中小学
生组建我市首批“禁毒少年”宣讲队，并于6月上旬拍摄
我市禁毒公益宣传片。

眼下疫情反复，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为进一步加强珠
海全力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的决心，高站位谋划、高规格部
署、高标准推进，全面推动示范
创建工作开展。在今年“国际禁
毒日”前夕，珠海市禁毒委员会
办公室在5月16日-5月31日
举办了以“健康人生 无毒珠海”
为主题的“6·3虎门销烟纪念日”
全民线上禁毒知识闯关竞赛，以
有奖答题的形式，吸引了广大市
民积极参与“闯关答题”。据统
计，为期15天的线上闯关活动，
主办方广泛动员、层层发动，组
织市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学校、
企业积极参与，并在全市各大媒
体平台进行前期预热和后期报
道，截至5月31日，累计参与活
动的市民超过118万人次，收到
了显著的宣传成效。真正做到
防疫工作和禁毒宣传“两不误”。

据了解，这是我市首次开展
全市范围内的线上禁毒知识闯
关竞赛活动，是我市坚决落实全
国禁毒委和省委省政府“禁毒攻
坚年”行动部署，推动我市“禁毒
示范城市”创建及“无毒珠海”建
设工作的创新举措之一，通过线
上闯关竞赛让“禁毒宣传进万
家”，提升了广大群众和青少年
的禁毒意识，增强了广大青少年
拒毒防毒能力，传承发扬“6·3”
虎门销烟精神，通过宣传让全市
人民铭记本土淇澳抗英禁烟“保
卫战”的历史壮举，筑牢全民禁
毒“防火墙”。据了解，此次活动
通过竞赛评选出的10名获奖群
众还将在“6·26”国际禁毒日纪
念活动中还将一“禁毒达人”的
身份闪亮出场，参加现场颁奖。

采写：本报记者 何进 通讯员 全律

一部中国禁毒史，与珠海渊源
颇深！

说到中国禁毒，就不得不提发
生在1839年震惊中外的林则徐“虎
门销烟”，但其实，在风云激荡的近
代中国史上，南海之滨、珠江西岸的
珠海淇澳岛记录着一段鲜少人知的
中国禁毒“历史高光时刻”，那就是
扬我中华国威的淇澳抗英禁烟“保
卫战”。

1833年，我们的先辈在淇澳岛
上自发与英国鸦片贩子坚决斗争，
打响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抗英禁烟保
卫战，成功打退了鸦片贩子并获得
了胜利，赢得赔款。如果说“虎门销
烟”是中国禁毒历史的起点，那么比
之更早6年，发生189年前的“淇澳
岛抗英禁烟保卫战”，可谓中华大地
禁毒的第一声炮响，记录了这座海
岛上的禁烟风云，成为了历史的璀

璨坐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掀起声势浩

大的禁烟运动，到1987年包括中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携手抗击毒
品，再到2007年通过《禁毒法》为
加强禁毒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中国
一直走在禁毒斗争的第一线。广
大缉毒工作者以巨大的奉献和牺
牲，不断加大禁毒力度，促进禁毒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市委、市政
府和上级禁毒部门的坚强领导下，
我市禁毒部门积极开展禁毒宣传，
加深了市民对毒品的认识，扩大了
我市禁毒知识的宣传覆盖面，增加
了市民对全市禁毒工作的满意
度。统计数据显示，珠海市民对禁
毒宣传的知晓率长年保持在95%
以上，连续6年位居全省禁毒宣传工
作第一。

时光如梭，进入新世纪，毒品早

已由鸦片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品种。
从传统的海洛因、摇头丸等毒品，到
蓝精灵、彩虹烟、跳跳糖、开心
水……毒品的衍化“伪装”让人防不
胜防。有的毒品经过“食品级”伪
装，令人难以辨别，对青少年群体的
诱惑和毒害尤其严重。

禁毒工作任重道远，但自有其
规律性。通过全民禁毒宣传，让国
人更多了解毒品的危害、提升对毒
品的辨别力是开展禁毒工作的有效
途径之一。郑宇华表示，本次线上
活动，是我市“禁毒宣传进万家”系
列活动之一，开启了今年“禁毒宣
传月”的大幕，丰富了禁毒宣传的
载体，拓展了我市禁毒宣传的渠
道。在我市营造出了全民“知晓毒
情形势、认识毒品危害、了解禁毒
工作，支持并参与禁毒斗争”的良
好氛围。

连续6年全省第一

市民对禁毒宣传知晓率保持在95%以上

禁毒是一场人民战争。
人民群众是毒品传播的受害

者，也应该自觉成为禁毒的参与者、
宣传者。由于毒品犯罪隐蔽性强，
侦破难度大，鼓励群众识别毒品积
极举报、全民支持禁毒，是公安机
关提高打击精准度和有效性的重
要抓手。因次，我市将禁毒宣传关
口前移，加强了宣传引导，让识毒、
防毒、拒毒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
加强禁毒宣传铲除毒品传播的土
壤，筑起了预防毒品侵害的第一道
防线。

本次线上活动，市民通过关注
“珠海禁毒”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
15天内吸引了超过118万人次市民

和青少年参加闯关答题。主办方共
设置了三道游戏关卡，分别为珠海
市禁毒主题公园、淇澳抗英禁烟胜
利广场和林则徐虎门销烟池旧址。
这种时下网络流行的“闯关游戏”，
活动趣味性、互动性凸显，吸引市民
参与进来，能够让这些市民能够进
一步对我市禁毒工作有参与感和认
同感，呼应了“健康人生、珠海无毒”
的活动主题。

日本在民国时期取代英国，成
为向中国输入毒品最多的国家；运
输、吸食和持有毒品，年满14周岁
的，要担负刑事责任……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支队长郑宇华介绍，竞赛
中涉及的100道禁毒知识题，都是

精心挑选自全国禁毒知识历年题
库，内容不仅有禁毒法律条文解析
方面的普法题，还包括了识别毒品

“伪装”、中国禁毒历史公案方面的
不少“冷知识”，同时还结合珠海本
土的淇澳岛抗英禁烟保卫战的历史
内容。

“我们举办活动的目的，是让群
众真正掌握这些毒品的知识，能够
了解和防范毒品的侵害，进一步提
升市民和青少年的防范意识。所以
题目选择上并不艰深晦涩，都是‘入
门级’难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
和推广禁毒知识，提高了市民和青
少年对禁毒知识接受度和知晓率。”
郑宇华说。

线上闯关答题：

为期15天的禁毒知识竞赛吸引百万人次市民热情参与

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报道：为进一步培养青少年
儿童垃圾分类观念意识，6月1日，斗门区莲洲镇垃
圾分类办联合莲江村村民委员会、珠海泓天文化策
划有限公司在莲江村开展垃圾分类宣传主题活动。

今年儿童节适逢《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实施一周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先为大
家讲解了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点，随后便
开始了“夺宝奇遇之旅”游戏。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
指引下前往“莲洲有品·一家一品”商家处开展主线
任务，只需集齐九个“环保瓶盖”便可共育“绿色生命
之树”。另外，主办方还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支线
小游戏，如“分类跳跳乐”“分类甜蜜小屋”“分类无敌
猜猜猜”“分类海洋保卫战”等。

在完成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的同时，孩子们可
以根据工作人员或商家的提示，在“莲洲有品·一家
一品”街道内寻找散落的“分类零食券”，找到后即可
前往“怀旧零食铺”兑换小零食。“活动很有趣，既让
我过了一个开心的儿童节，也让我学习到了不少垃
圾分类知识。”一位孩子说。

莲洲镇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不仅激发了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还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使孩子们更深刻地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进
一步提升环保意识。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月1
日，在全国“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中
铁武汉电气化局珠机项目部“安全生
产月”宣誓活动举行。“我郑重承诺：
忠诚企业、恪尽职守、珍爱生命、铸造
精品……”活动上，珠机项目部全体
成员用铿锵地誓言表达了安全生产
的承诺。

作为珠机城际二期深井站、三
灶东站的建设方，中铁武汉电气化

局在近期的生产中工作，宣传贯彻了
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形式
多样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
提高全员安全意识，认真组织隐患
排查整治，全面开展各项安全生产
活动，强化安全生产执行力建设，
把“生命至上”的理念落到实处，确
保珠机城际项目做到安全“零事
故”，在施工现场拉起一道安全生产

“红线”。

拉起安全生产“红线”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珠机城际项目部举行

安全宣誓活动

5 月 29 日，全新 BMW
X5在珠海举行上市体验活动。

此次活动，围绕亲近自然
的主题，让在场的BMW用户
远离城市的喧嚣，趣享野奢露
营，感受纯粹壮观的自然天地，
聆听星空的音乐魅力，感受大
自然的馈赠。现场车主和嘉宾
们共同品鉴全新BMW X5的
尊崇内饰及舒适座椅等豪华细
节。除此之外，现场还设有趣
味十足的互动游戏环节，参与
其中赢取积分，凭积分兑换丰
富的活动礼品。

据悉，国产宝马 X5 长轴
版基于CLAR平台，共发布4
款车型，售价60.5万元-77.5
万元。全新BMW X5配备了
动感光束的智能激光大灯，灯
组内部蓝色的“X”造型极具科
技感。同时，哈曼卡顿音响的
金属质感扬声器格栅、以及在
换挡杆区域的水晶质感组件，
为驾乘氛围带来更浓厚的视觉
豪华感。

新车前脸双肾前格栅进一
步加大，两侧全新天使眼激光
大灯组，内部均采用LED大灯
组，点亮后辨识度很高。下部
三段式下格栅，展现出很好的
运动效果。车身侧面，硬朗车

身腰线搭配到 7造型的下包
围，以及 D 柱做了加粗的处
理，提升整体车身的肌肉力
量。宽大的轮眉，搭配双5辐
铝合金轮毂，带来不错的通
过 能 力 。 轴 距 加 长 多 达
130mm，提升车内后排的乘坐
空间。

动力上搭载2.0T+48v轻
混系统、3.0T+48v 轻混系统
及3.0T插电式混动系统。内
饰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设
计，大量皮质面料包裹，配合
中控台上的木纹装饰，提升了
内部豪华气息。中控台依然
采用全液晶仪表盘，搭配中控
大屏布局。配置方面，新车搭
载全新的 ID 8车机系统，可
提供车联网、QQ 音乐、喜马
拉雅 FM、苹果 CarPlay 及
百度 CarLife 等功能。此
外，洞察本土化用户需求的宝
马，还为全新BMW X5增添
了手机无线充电板及中国专
属舒适座椅。座椅采用了
Sensafin 高级软质合成皮材
质，坐垫与靠垫厚度也相对增
加了15毫米，且后排座椅靠背
角度增加至31度，使整个后排
的舒适度大幅提升。

（林音）

全新宝马X5珠海正式上市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珠机城际项目部宣誓活动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全新宝马X5展示。

孩子们高兴地参与游戏。 本报记者 何锬坡 余浩然 摄

“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
我市将开展4大禁毒宣传活动

每年6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我市将围绕禁毒宣传月主
题，根据“6·26”国际禁毒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部署开展四大项
禁毒宣传活动。

一、开设“珠海禁毒+普法”空中课堂：
市禁毒办、市禁毒基金会牵头教育、司法、交通、文

体、邮管、工会等成员单位，筹办“6 · 26”国际禁毒日纪
念活动。活动将以“1个主会场+1个云直播间+16个分
会场”的形式开展，集中展示我市禁毒攻坚年行动阶段
性成果。

四、开展失学辍学青少年结对子帮教活动：
市禁毒办将统筹横琴深合区、各区禁毒办，联合民

政、教育、妇联、团委等部门，在6月对我市因毒致困、因
毒致孤，失学辍学青少年开展走访慰问，按照“一人一档
一策”的原则进行分析，制定帮教方案、量身定做再教育
计划。

三、开展“禁毒+安全教育”大篷车宣传活动:
市禁毒办牵头应急部门，横琴深合区、各区禁毒办

谋划从今年 6 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开展“禁毒+安全教
育”大篷车系列宣传活动，全年将开展 100 场次，活动
将通过陈列禁毒知识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体验
VR互动装置等内容。

制图：于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