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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
近年来，新型合成毒品不断涌现，

迷惑性日益增强，青少年群体越来越容
易受到毒品的威胁。

据警方分析，对毒品知识匮乏、追
求时髦是冰毒等新型毒品广泛传播的
重要原因。

为追求时髦而吸毒的人群，最主要
的就是青少年。国家禁毒委2014年4月
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登记吸毒人数为
258 万人，其中滥用新型合成毒品人员
占总数的45%，合成毒品（包括冰毒、摇
头丸、K 粉等）滥用人员中八成为 35 岁
以下青少年。年轻人由于知道海洛因
的危害，更愿意选择冰毒等新型毒品。

主要由于新型毒品生理依赖和戒断反
应相对较小，不少吸食者认为自己并未

“成瘾”，“想停随时可以停止”，比传统
的海洛因等迷惑性更强。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星吸食毒
品也起了很坏的效应。近年来媒体不
时曝光的明星吸毒案，让有的年轻人觉
得吸食冰毒等是件时髦的事情。而据
医学专家分析，吸食一次冰毒就会在脑
部留下不可逆的伤害，长期吸食者基本
都会精神失常，即便经过治疗，也无法
完全恢复。

实际上，与传统毒品相比，冰毒等
新型毒品危害更大。除了身体上的危
害，为了满足毒瘾，吸毒者需要高昂的

花费以维持毒品供应，往往导致经济破
产、妻离子散，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毒品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像无底洞一样无情的吞食着一条条鲜
活的生命，危害着全社会的和谐。除了
打击贩毒，更大的挑战在于向社会公众
传播毒品危害知识。对青少年加强禁
毒宣传教育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

普及毒品危害的关键是抓住学校
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毒品预防教育就
像给青少年注射预防针，有助于增强青
少年对毒品的免疫力。通过制作禁毒
动画片、光碟、录像带、卡通图片，巡回
在学校等场所进行播放，要从鸦片、海

洛因等传统毒品到“冰毒”“摇头丸”等
新型毒品的宣传入手，提高青少年对不
同种类、不同形式毒品的认识，要经常
组织青少年对象深入到强制隔离戒毒
所、自愿戒毒所参观见学，听取现身说
法，直接亲身感受吸毒带来的痛苦和心
酸历程，从而增强他们对毒品危害的认
识，不断提高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让涉事不深的青少年千万断了“尝
一口是不会上瘾”的念想。

“少年兴则中国兴,少年强则中国
强”。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
全社会需要形成“吸毒贩毒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那样一种氛围。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朱迪岚

本报讯 在区青少年法制与廉洁教育馆
内，学生们在多个场景的电脑游戏中过五关、
斩六将，能够打赢对手的“武林秘籍”，就是自
身储备的反邪教知识……这样新鲜的方式，
很受“反邪小勇士”的欢迎。6月10日，我区
首个青少年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正式启用。
区领导裘超、沃岳兴、叶建宏出席启用仪式。

反邪教互动游戏寓教于乐

为了加强青少年的反邪教警示教育，

维护校园安全和抵御邪教组织对青少年
的渗透，我区投入100余万元专门建立了
青少年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基地以青
少年学生反邪教教育、法制教育和科普教
育为主要内容，以图片、动画、影视、网页
和互动系统等为基础，结合声、光、电等现
代技术教育手段，向青少年宣传反邪教知
识。

从字面上理解反邪教的内容，比较抽
象。如何让青少年更容易记住警示教育
内容，自然成为基地安排宣传内容的重点
所在。除了布置丰富的展品，该基地的反

邪教互动游戏室，因为有着知识性、趣味
性和教育性“三合一”功能，受到青少年的
欢迎。

在这里，排列整齐的台式电脑，立
马就能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通过大
家最易接受的游戏互动形式，一边答题
一边“打怪”，能有效提高警示教育的作
用。要想通关，不但要对邪教的相关信
息有所了解，有时还需要同学间的互帮
互助来攻克难关。最后如果顺利完成，
就能得到一张“反邪小勇士”的纪念卡。

突出抓好“校园反邪”，是全区反邪工

作的重点之一。在推进和落实反邪教宣
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过程中，采用灵
活的教育形式提高青少年的兴趣，亦能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小手拉大手反邪网”全省首创

当天，“小手拉大手反邪网”同步启
用。把反邪教警示教育从学生延伸至家
庭，从学校辐射到社会，从而实现全覆盖，
这一做法在全省尚属首创。

近年来，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
下，多年来未发生有影响的涉邪事件，

有效确保了我区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区、镇街、村（社区）三级均建立健全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和反邪教
协会组织体系，在开展反邪教社会宣传
和警示教育方面，注重按照“有邪反
邪，无邪防邪”的要求，联系实际，因地
因时制宜。

随着青少年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的
启用，我区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入推进
反邪教各项工作，形成反邪教工作合力，
加强反邪教宣传教育，进一步夯实反邪
教基层基础。

■记者 蒋超 通讯员朱迪岚

本报讯 社会综治成效如何，明查暗
访最有“话语权”。近日，由区委政法委牵
头，区公安分局、区安监局、区交通运输
局、区住建局、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
区消防大队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明查暗
访小组，在城区内随机指定的公共场所，
开展了一场“临时测验”。

暗访人员首先来到北干街道的一所

学校内，检查校园安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当天，学校的保安室内有两位保安在监控
画面前值守，面对暗访人员的问题，分别
进行了回答。经检查，校内的安保措施符
合相关要求，但保安的工作头盔佩戴要
求，还需注意落到实处。

随后，暗访组一行人又来到城区一家大
型连锁超市，检查其内的消防安全情况。逃
生出口是否畅通、灭火器具是否有效、消防
监控是否到位……经过一系列较为仔细的

实地检查，暗访人员最终判定其符合消防安
全要求，不过需要完善工作记录，以备查看。

本次暗访，分别针对校园安保措施、
反恐怖防范措施、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措
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等落实情况，选取
了汽车站、快递收发区、餐饮店、零售药品
店等地，在揪出隐患的同时，进一步抓好
整改，切实提高群众对平安创建的知晓率
和满意率。

今年，是我区第十次获得“平安区”称

号。自启动“平安萧山”建设工作以来，我
区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平安建
设理念得到不断提升，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五位一
体的“大平安”理念拓展了平安建设的领
域。接下来，我区仍将坚持用法治精神引
领平安建设、用法治思维谋划平安建设、用
法治方式破解平安建设难题，着力解决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
问题，用实效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

打的是“怪兽” 斗的是“邪教”

我区青少年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建成启用

明查暗访揪隐患 平安创建重实效

禁毒教育，从青少年抓起

■通讯员 严亚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群众对“三改一
拆”和“无违建”创建工作的知晓度、理解度、参与度和
支持度，6月11日上午，由区“三改一拆”办、区司法局
和北干街道联合举办的全区“三改一拆”和“无违建”创
建广场主题宣传活动，在顺发旺角城广场火热开展，拉
开了我区“三改一拆”和“无违建”创建法律服务宣贯系
列活动的序幕。

活动现场，区内5名资深律师和区“三改一拆”办4
位工作人员坐镇现场，为来访群众耐心解答法律和政
策问题；在图文并茂的“三改一拆”和“无违建”宣传展
板前，不少市民围观驻足，认真学习阅读；法律知识有
奖竞答台前吸引了众多市民参加，使群众在寓教于乐
中接受“三改一拆”法律政策知识。活动共发放宣传资
料500余份，解答群众法律政策咨询90余人次，组织
群众参加有奖知识竞答140余人次。

据悉，根据杭州市统一部署，我区将在本月集中开
展“三改一拆”和“无违建”创建法律服务宣贯系列活
动，区级层面除广场宣传活动外，还将在《萧山法制报》
和《萧山法治网》上开辟专栏，开展“萧山司法”微信有
奖知识竞答等活动。镇街层面，将开展广场集中宣传、
法律顾问进村（社区）、法律巡回门诊等多项活动，进一
步夯实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保障“三改一拆”和“无违
建”创建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通讯员 韩英华

本报讯 6月 4日，省司法厅
考评组来我区考核验收区司法行
政法律服务中心星级规范化创建
工作。

考评组听取了区司法局开展
五星级规范化司法行政法律服务
中心创建工作汇报，实地了解司
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的硬件设
施、业务开展、人员配备、窗口设
置及制度上墙等情况，查阅中心
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
等工作台帐资料，并抽查了公证
服务等其他工作案卷。考评组还
通过实地调查、电话回访的形
式，对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的
知晓率和法律援助、法律咨询、
人民调解满意率进行了抽样调
查，对我区的创建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

据悉，区司法局根据省司法
厅统一部署，自去年 5月起集中
开展五星级规范化司法行政法律
服务中心创建工作。我区司法行
政法律服务中心在原有平台的基
础上，新增区数字大调解中心，扩
容社区矫正登记报到窗口功能，
通过规范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机
制、创新工作载体，全面提升服务
群众的能力。今年 1-5月，中心
接待群众来电来访咨询 9453 人
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451 件，
切实发挥公共法律服务的“第一
窗口”作用。

“三改一拆”和“无违建”创建法律服务宣贯系列活动启幕

我区律师踊跃参与广场主题宣传活动

律师们耐心接受咨询。记者 范方斌摄

省司法厅考核验收
我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
星级规范化建设

■通讯员 徐红丽 严亚

本报讯 6月 25日，区人大常
委会举办第十七期法制讲座，邀请
浙江省安监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刘力宏讲授安全生产法知识。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珠瑛，副主任邱
有来、章燕梁、商怀远、董华恩，副
区长赵立明、魏大庆等聆听讲座。

讲座中，刘力宏从《安全生产
法》修订背景切入，结合真实案例，
深入剖析了新安全生产法在健全
政府责任、强化企业责任、加大问
责惩处力度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并
对新法建立的九大方面法律制度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讲座主
题明确，内容丰富，对全区上下学
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董祥富对我区进一
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安全生产
法提出了具体要求。

区人大常委会举办
第十七期法制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