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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禁毒代言！罗湖全民“禁毒小邮差”活动启动 

为深入开展禁毒“六进”活动，全面提高公众识毒、拒毒、防毒能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毒品、人人参与禁毒斗争的良好局面。 

6月 25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指导，莲塘街道办事处主办，长岭社区工作站、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协办的“国际禁毒日 我为禁毒

代言”--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活动在长岭社区文化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的致辞，表达了全街道参与禁毒斗争的热情与营造无毒环境的决心；居民群众、学生一同

踩爆 200多个印有毒品字样的气球，彰显了莲塘街道广大民众万众一心、携手铲除毒品的决心和态度；禁毒情景剧、相声、小品、歌曲、

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展现了吸食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禁毒意识。 

据悉，在暑假期间，罗湖区区禁毒办、莲塘街道、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与邮政网点合作，联合推出禁毒宣传新模式：全民禁毒

代言人——禁毒小邮差。以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线上“朋友圈”推送+线下“邮政包裹”速递的方式推广禁毒宣传。 

同时为保持持续带动和影响力，通过线上广覆盖+线下深影响，招募“禁毒小邮差”和全民“禁毒代言人”，有力提升全市人民对禁

毒知识的普及率和参与禁毒斗争的意识，开创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和全民禁毒新格局。 

届时，罗湖区居民将通过朋友圈收到禁毒宣传知识，6000 份禁毒宣传知识将通过邮政包裹帖的方式进入居民家庭，在社区、学校共

招募 40名“禁毒小邮差”、“禁毒代言人”，开展暑期及长期禁毒宣传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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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学生伤害发生率 罗湖“蓝雨伞计划”正式启动 

为降低学生伤害发生率，让师生家长掌握必要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小学生造成

的伤害。6月 25日，罗湖区“蓝雨伞计划”启动仪式在景贝小学举行。 

现场，区政协主席吴裕中，区关工委主任彭桂华，区政协副主席高金德、罗安娜、廖锦文，区关工委班子成员，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副

书记、纪工委书记蒋顺遂，区教育局调研员尹先明，罗湖医院集团党委副书记林志文，40 名政协委员以及 150 名师生家长出席了此次启动

仪式。 

启动仪式上，景贝小学、家委会和怡景社康中心签订了校园、家庭、社康“三联动”的《联动与应急救援机制协议书》。随后，由罗湖

医院集团急救中心和师生家长共同参与的演示团队进行了现场急救演示教学，老师们和孩子们纷纷认为收获良多，在座的王同学观看后说

道：“回家后也要和爸爸妈妈演习一遍，这样下次遇到需要急救的时候就不会再害怕了。” 

据介绍，“蓝雨伞 123 行动计划”，即建立 1 个“三联动”平台，实施设备保障、完善机制两项措施，开设教师应急救援培训、家长预

防孩子意外伤害常识及应急救援培训、学生预防意外伤害 3门课程，并对抓好此次“蓝雨伞计划”提出了具体要求。 

“蓝雨伞计划”是罗湖区“健康少年”行动计划的深化和延伸，以“关爱生命，自强不息”为核心精神，为青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遮

风挡雨，撑出一片蓝天。目前，“蓝雨伞计划”以景贝小学为试点，已完成了前期师生应急处置素养的基线调查和“黄金 4 分钟”AED 急救

设备的安装覆盖。“计划”正式启动后，罗湖将组建由罗湖医院集团急救中心、社管中心、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和专家组成的讲师团，为试点

学校提供面向教职工、家长和学生不同内容的系列公共安全教育课程，内容涵盖应急救援、日常创伤处理、运动伤害干预和公共安全教育

等共 13项，并由怡景社康中心负责学生定期晨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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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翠竹在行动 平安创建群众齐参与 

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

浓厚宣传氛围，6月 25日，“扫黑除恶，翠竹在行动”专题文艺晚会在翠竹公园北门隆重举行，晚会由翠竹街道办事处主办、深圳德善公益

促进会承办。罗湖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智武、区扫黑除恶办负责人和百余名辖区群众参加了活动。 

当天晚上，大雨也阻挡不了群众的热情，现场歌声缭绕，舞蹈优美，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歌曲、舞蹈、小品、知识问答等节

目轮番上阵。《扫黑除恶》主题相声引人入胜，道出了扫黑除恶重要性；《法网恢恢》《回头是岸》主题小品精彩幽默，显现出人们打击黑恶

势力决心和信心。有奖知识问答环节上，群众热情高涨积极参与互动。此外还有《出彩达人秀》、《大鹏展翅》、《快乐时光》等精彩节目，

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文艺展演现场，区委政法委、翠竹街道办组成了现场宣传咨询方阵，以展板展示、宣传横幅、宣传资料及宣传品派发等多种方式，简

洁直观地向居民展示了扫黑除恶成果、禁毒、反诈骗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1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扫黑

恶、净环境、促稳定、保平安，贴近民众的宣传活动加强了居民对扫黑除恶的认识，有效提高了辖区群众参与平安创建、扫黑除恶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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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日 罗湖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 

为深入开展禁毒“六进”活动，全面提高辖区居民识毒、拒毒、防毒能力，形成人人关注毒品、人人参与禁毒斗争的良好局面。6 月

25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指导，莲塘街道办事处主办，长岭社区工作站、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协办的“国际禁毒日我为禁毒代言”

——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活动在长岭社区文化广场举行。 

现场，居民群众、学生一同踩爆 200 多个印有毒品字样的气球，彰显了莲塘街道广大民众万众一心、携手铲除毒品的决心和态度。禁

毒情景剧、相声、小品、歌曲、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展现了吸食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禁毒意

识。 

据悉，在暑假期间，区禁毒办、莲塘街道、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与邮政网点合作，联合推出禁毒宣传新模式：全民禁毒代言人—

—禁毒小邮差。以线上“朋友圈”和线下“邮政包裹”速递的方式推广禁毒宣传。 

同时，为保持持续带动和影响力，通过线上广覆盖+线下深影响，在社区、学校共招募 40名“禁毒小邮差”和全民“禁毒代言人”，开

展暑期及长期禁毒宣传社会实践活动，着力提升全市人民对禁毒知识的普及率和参与禁毒斗争的意识，开创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和全民禁毒

新格局。届时，辖区 90万次居民将通过朋友圈收到禁毒宣传知识，6000份禁毒宣传知识也将通过邮政包裹帖的方式进入居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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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蓝雨伞”，罗湖区为青少年安全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6月 25日，罗湖区“蓝雨伞计划”启动仪式在景贝小学举行。“蓝雨伞计划”是罗湖区“健康少年”行动计划的深化和延伸，以“关爱

生命，自强不息”为核心精神，为青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遮风挡雨，撑出一片蓝天。 

区政协主席吴裕中，区关工委主任彭桂华，区政协副主席高金德、罗安娜、廖锦文，区关工委班子成员，罗湖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副书

记、纪工委书记蒋顺遂，区教育局调研员尹先明，罗湖医院集团党委副书记林志文，40 名政协委员以及 150 名师生家长出席了此次启动仪

式。 

“计划”以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为目的，让师生、家长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预防

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并引起对生命教育的重视和敬畏。“计划”正式启动后，罗湖区将组建由罗湖医院集

团急救中心、社管中心、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和专家组成的讲师团，为试点学校提供面向教职工、家长和学生不同内容的系列公共安全教育

课程，内容涵盖应急救援、日常创伤处理、运动伤害干预和公共安全教育等共 13项，并由怡景社康中心负责学生定期晨检工作。 

启动仪式前，与会人员观摩了景贝小学“生命教育成果”的展板，呈现了近年来开展此项课程的成效和意义。启动仪式上，彭桂华介

绍了“蓝雨伞 123 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即建立 1 个“三联动”平台，实施设备保障、完善机制 2 项措施，开设教师应急救援培训、家

长预防孩子意外伤害常识及应急救援培训、学生预防意外伤害 3门课程，并对抓好此次“蓝雨伞计划”提出了具体要求。 

活动现场，景贝小学、家委会和怡景社康中心签订了校园、家庭、社康“三联动”的《联动与应急救援机制协议书》。由罗湖医院集团

急救中心和师生家长共同参与的演示团队进行了现场急救演示教学。吴裕中、彭桂华、蒋顺遂、尹先明和景贝小学校长叶雄雁带着 5 名学

生共同按屏幕手掌，启动“蓝雨伞计划”。目前，“蓝雨伞计划”以景贝小学为试点，已完成了前期师生应急处置素养的基线调查和“黄金 4

分钟”AED急救设备的安装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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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警星｜杜春光：群众安全是我最大的安心 

【警星档案】 

杜春光，男，1979年 9月出生，2004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罗湖大队三级警员。从警以来，杜春光荣立个人三

等功 4次，荣获市公安局个人嘉奖 7次，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在路面执勤岗位，他巡逻纠违，确保着辖区道路安全畅通；调到事故处理岗位，他勘查现场、调查取证，确保处理的每一宗交通事故

公平公正；身处路政科技岗位，他勇于创新，被评为“科技创新业务标兵”，是名副其实的“业务多面手”。他就是罗湖交警大队的三级警

员杜春光。 

路政科技员主要负责道路交通设施、交通信号灯等的管理工作，需要较强的责任心。去年 9 月，超强台风“山竹”登陆深圳，室外狂

风暴雨。作为大队的路政科技员，杜春光在暴雨中巡查道路上的交通设施是否被吹倒、占道施工的安全防护是否到位，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是否运行正常„„ 

当他驾车在深盐路巡查时，突然发现在道路中间被暴雨冲出了一个深约 40公分、面积约有一平方米的大坑，庆幸的是未有车辆发生事

故。杜春光急忙下车，一边在警车后面摆上反光锥，一边上报指挥室，通知相关部门尽快采取防护措施。由于雨天视线不好，为防止发生

交通事故，他在警车后面身着反光衣，指引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就这样，杜春光一直在暴雨中坚守，直到支援的警力到达现场并做好交接

工作后才离开现场，驾车继续排查隐患。 

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一直是交警的重要工作之一。凭借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杜春光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不管是基本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讲解，还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解析，他都熟悉掌握。在学校、工厂、企业，人们总是能看到他的身影，听过他安全课的人

也不计其数。 

不过，有一堂交通安全课让杜春光始终无法忘怀。去年，在一次针对社区居民的交通安全课上，正当他讲解交通事故的预防时，突然

听到了一位女士的抽泣声，后来了解得知，她的丈夫在前几天外出途中，由于在机动车道内骑自行车被一辆小车给撞了。课后，这位女士

感谢杜春光进社区宣传交通安全，她说：“如果她的丈夫也上过交通安全课，也许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这让杜春光下定决心，一定认真

上好每一次交通安全宣传课，让更多群众了解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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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翠竹街道举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

浓厚宣传氛围，6月 25日，“扫黑除恶，翠竹在行动”专题文艺晚会在罗湖区翠竹公园北门隆重举行，晚会由翠竹街道办事处主办、深圳德

善公益促进会承办。罗湖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智武、区扫黑除恶办负责人和百余名辖区群众参加了活动。 

当天晚上，大雨也阻挡不了群众的热情，现场歌声缭绕，舞蹈优美，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歌曲、舞蹈、小品、知识问答等节

目轮番上阵。《扫黑除恶》主题相声引人入胜，道出了扫黑除恶重要性；《法网恢恢》《回头是岸》主题小品精彩幽默，显现出人们打击黑恶

势力决心和信心。有奖知识问答环节上，群众热情高涨积极参与互动。此外还有《出彩达人秀》、《大鹏展翅》、《快乐时光》等精彩节目，

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文艺展演现场，区委政法委、翠竹街道办组成了现场宣传咨询方阵，以展板展示、宣传横幅、宣传资料及宣传品派发等多种方式，简

洁直观地向居民展示了扫黑除恶成果、禁毒、反诈骗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1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300余份。 

扫黑恶、净环境、促稳定、保平安，贴近民众的宣传活动加强了居民对扫黑除恶的认识，有效提高了辖区群众参与平安创建、扫黑除

恶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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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东晓小学开展禁毒专题手抄报比赛 

近期，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办在“6.26 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在辖区东晓小学开展了一场“小小少年--禁毒手抄报”专题比赛，旨

在进一步落实禁毒教育进校园，补充课堂上禁毒专题教育的不足。 

禁毒手抄报比赛启动仪式于 6月 3日即虎门销烟 180周年纪念日当天隆重举行，近 2000名师生参加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活动现场，

学生代表还表演了禁毒快板“做好禁毒宣传员”，通过朗朗上口、明快有力的快板语言生动有趣地讲明了毒品的危害之大、危害之深、危害

之广，引得众多师生连连拍手称赞。 

为表彰在此次比赛中作品优秀的创作者，东湖街道办、东晓小学于 6 月 24日在校园广场开展禁毒手抄报比赛颁奖典礼。东湖街道平安

建设部副部长邹杨、东晓小学校长汤文钦、党支部书记廖茂貂、副校长张爱华共同为获奖学生颁奖。经过学校美术组老师的集体评选，邓

冬苑、李润梓、黄炫等 10 名同学获得了一等奖，郑思婷、黄鑫华、范知霖、张炜烽等 20 名同学获得了二等奖，另有 100 名同学作品获得

优秀奖，并将获奖作品在校园内进行展示，以便引导更多的学生树立坚决抵制和拒绝毒品的态度。 



2019年 6 月 26 日                                                                          

 

 

 

 

40 名小志愿者为禁毒代言，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 

6 月 25 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指导，莲塘街道办事处主办，长岭社区工作站、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协办的“国际禁毒日 我为

禁毒代言”——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活动在长岭社区文化广场如期举行。暑假期间，辖区 90 万次居民将通过朋友圈收到禁毒

宣传知识，6000份禁毒宣传知识将通过邮政包裹帖的方式进入居民家庭，在社区、学校共招募 40名“禁毒小邮差”与“禁毒代言人”，开

展暑期及长期禁毒宣传社会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开展禁毒“六进”活动，全面提高公众识毒、拒毒、防毒能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毒品、人人参与禁毒斗争的

良好局面。区禁毒办副主任、公安分局副局长冯文坚，区禁毒办副主任、禁毒大队大队长尚琳，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及区禁毒办、

莲塘街道禁毒办相关工作人员、长岭社区 500 多名居民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在致辞中表达了街道参与禁毒斗争的热情与营造无毒环境的决心；居民群众、学生一同踩爆

200多个印有毒品字样的气球，彰显了莲塘街道广大民众万众一心、携手铲除毒品的决心和态度；现场以禁毒情景剧、相声、小品、歌曲、

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展现了吸食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禁毒意识。 

暑假期间，区禁毒办、莲塘街道、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与邮政网点合作，联合推出禁毒宣传新模式：全民禁毒代言人——禁毒小

邮差。以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线上“朋友圈”推送+线下“邮政包裹”速递的方式推广禁毒宣传。同时为保持持续带动和影响力，通过线上

广覆盖+线下深影响，招募“禁毒小邮差”和全民“禁毒代言人”，有力提升全市人民对禁毒知识的普及率和参与禁毒斗争的意识，开创禁

毒预防宣传教育和全民禁毒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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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遮风挡雨！罗湖正式启动“蓝雨伞计划” 

6 月 25 日，罗湖区“蓝雨伞计划”启动仪式在景贝小学举行。区政协主席吴裕中，区关工委主任彭桂华，区政协副主席高金德、罗安

娜、廖锦文，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蒋顺遂，区教育局调研员尹先明，罗湖医院集团党委副书记林志文与 40名政协委员及

150名师生和家长等出席。 

与会人员首先观摩了景贝小学“生命教育成果”的展板，彭桂华专门介绍了“蓝雨伞计划”的现实意义和“蓝雨伞 123 行动计划”的

具体内容。即建立 1 个“三联动”平台，实施设备保障、完善机制 2 项措施，开设教师应急救援培训、家长预防孩子意外伤害常识及应急

救援培训、学生预防意外伤害 3门课程，并对实施“蓝雨伞计划”提出了具体要求。 

启动仪式上，景贝小学、校家委会和怡景社康中心签订了校园、家庭、社康“三联动”的《联动与应急救援机制协议书》。罗湖医院集

团急救中心和师生家长共同参与的演示团队进行了现场急救演示教学。吴裕中从“蓝雨伞计划”产生的目的、契机和意义 3 个方面表达了

区政协和政协委员对减少青少年意外伤害的深切关注。吴裕中、彭桂华、蒋顺遂、尹先明与景贝小学校长叶雄雁带领五名学生代表共同启

动了罗湖“蓝雨伞计划”。 

据介绍，“蓝雨伞计划”是罗湖区“健康少年”行动计划的深化和延伸，以“关爱生命，自强不息”为核心精神，为青少年儿童的茁壮

成长遮风挡雨，撑出一片蓝天。目前，该项计划以景贝小学为试点，已完成了前期师生应急处置素养的基线调查和“黄金 4分钟”AED急救

设备的安装覆盖。此后，罗湖区将组建由罗湖医院集团急救中心、社管中心、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和专家组成的讲师团，为试点学校提供面

向教职工、家长和学生的系列公共安全教育课程，内容涵盖应急救援、日常创伤处理、运动伤害干预和公共安全教育等共 13项，并由怡景

社康中心负责学生定期晨检。 

罗湖区“蓝雨伞计划”以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降低学生伤害发生率为目标，强化师生家长的安全意识，让他们掌握必要的安

全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在全区形成对生命教育重视和敬畏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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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参与平安创建！扫黑除恶专场宣传活动走进翠竹 

6 月 25 日晚上 19 时，“扫黑除恶，翠竹在行动”专题文艺晚会在翠竹公园北门隆重举行，晚会由罗湖区翠竹街道办事处主办，深圳德

善公益促进会承办。罗湖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智武、区扫黑除恶办负责人和百余名辖区群众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是罗湖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营造浓厚宣传氛围的又一次具体行动。晚会紧紧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歌曲、舞蹈、小品、知识问答等节目轮番登场，《扫

黑除恶》主题相声引人入胜，道出了扫黑除恶重要性；《法网恢恢》《回头是岸》主题小品精彩幽默，显现出人们打击黑恶势力决心和信心；

有奖知识问答现场，群众热情高涨积极参与互动。此外还有《出彩达人秀》《大鹏展翅》《快乐时光》等精彩节目，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和

参与性。 

活动中，罗湖区委政法委、翠竹街道办组成了现场宣传咨询方阵，以展板展示、宣传横幅、宣传资料及宣传品派发等多种方式，简洁

直观地向居民展示了扫黑除恶成果、禁毒、反诈骗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1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300余份。扫黑恶、

净环境、促稳定、保平安，贴近民众的宣传活动加强了居民对扫黑除恶的认识，有效提高了辖区群众参与平安创建、扫黑除恶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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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禁毒代言！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 

为深入开展禁毒“六进”活动，全面提高公众识毒、拒毒、防毒能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毒品、人人参与禁毒斗争的良好局面， 6

月 25 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指导，莲塘街道办事处主办，长岭社区工作站、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协办的“国际禁毒日 我为禁毒代

言”——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活动在长岭社区文化广场举行。 

罗湖区禁毒办副主任、公安分局副局长冯文坚，区禁毒办副主任、禁毒大队大队长尚琳，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及区禁毒办、

莲塘街道禁毒办相关工作人员、长岭社区 500 多名居民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的致辞表达了全街道参与禁毒斗争的热情与营造无毒环境的决心；居民群众、学生一同踩爆

200多个印有毒品字样的气球，彰显了莲塘街道广大民众万众一心、携手铲除毒品的决心和态度；禁毒情景剧、相声、小品、歌曲、舞蹈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展现了吸食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禁毒意识。 

据悉，在暑假期间，区禁毒办、莲塘街道、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与邮政网点合作，联合推出禁毒宣传新模式：全民禁毒代言人—

—禁毒小邮差。以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线上“朋友圈”推送+线下“邮政包裹”速递的方式推广禁毒宣传。同时为保持持续带动和影响力，通

过线上广覆盖+线下深影响，招募“禁毒小邮差”和全民“禁毒代言人”，有力提升全市人民对禁毒知识的普及率和参与禁毒斗争的意识，

开创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和全民禁毒新格局。届时，辖区 90万居民将通过朋友圈收到禁毒宣传知识，6000份禁毒宣传知识将通过邮政包裹帖

的方式进入居民家庭，在社区、学校共招募 40名“禁毒小邮差”、“禁毒代言人”，开展暑期及长期禁毒宣传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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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晚报道 | 罗湖区“蓝雨伞计划”启动 师生、家长将聆听系列公共安全教育课程 

6 月 25 日，罗湖区 " 蓝雨伞计划 " 启动仪式在景贝小学举行。 

罗湖区关工委主任彭桂华介绍，" 蓝雨伞 123 行动计划 "，即建立 1 个 " 三联动 " 平台，实施设备保障、完善机制 2 项措施，开

设教师应急救援培训、家长预防孩子意外伤害常识及应急救援培训、学生预防意外伤害 3 门课程。 

景贝小学、家委会和怡景社康中心负责人随后登台，三方签订了校园、家庭、社康 " 三联动 " 的《联动与应急救援机制协议书》，完

善学校、医院、家庭之间的应急救援相互联动机制，确保发生意外伤害时三方能够及时有效应对。 

罗湖医院集团急救中心和师生、家长还进行了现场急救演示教学。 

罗湖区卫健委负责人介绍， " 蓝雨伞计划 " 是罗湖区 " 健康少年 " 行动计划的深化和延伸，以 " 关爱生命，自强不息 " 为核心

精神，将为青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遮风挡雨，撑出一片蓝天。 

" 蓝雨伞计划 " 正式启动后，罗湖区将组建由罗湖医院集团急救中心、社管中心、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和专家组成的讲师团，为试点学

校——景贝小学提供面向教职工、家长和学生不同内容的系列公共安全教育课程，内容涵盖应急救援、日常创伤处理、运动伤害干预和公

共安全教育等共 13 项，并由怡景社康中心负责学生定期晨检工作。景贝小学将完成《生命教育》校本教材的编印。 

目前，景贝小学已完成了前期师生应急处置素养的调查和 " 黄金 4 分钟 "AED 急救设备的安装覆盖。计划在 2020 年末达成全校学

生、老师、家长预防伤害培训覆盖率达到 95%、80%、50%，景贝小学学生伤害发生率比历年平均水平降低 20% 以上等目标。 

景贝小学试点工作成效验收后，罗湖区将以点带面，向罗湖区其他学校推广宣教模式和景贝小学校本教材《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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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晚报道 | 为禁毒代言 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将出动 

6 月 25 日下午，" 国际禁毒日 我为禁毒代言 "-- 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活动举行，该活动由罗湖区禁毒办指导，罗湖区

莲塘街道办事处主办，长岭社区工作站、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协办，旨在深入开展禁毒 " 六进 " 活动，全面提高公众识毒、拒毒、

防毒能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毒品、人人参与禁毒斗争的良好局面。 

罗湖区禁毒办副主任、公安分局副局长冯文坚，区禁毒办副主任、禁毒大队大队长尚琳，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及区禁毒办、

莲塘街道禁毒办相关工作人员、长岭社区 500 多名居民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的致辞，表达了全街道参与禁毒斗争的热情与营造无毒环境的决心；居民群众、学生一同踩

爆 200 多个印有毒品字样的气球，彰显了莲塘街道广大民众万众一心、携手铲除毒品的决心和态度；禁毒情景剧、相声、小品、歌曲、舞

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展现了吸食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禁毒意识。 

据悉，暑假期间，罗湖区禁毒办、莲塘街道、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将与邮政网点合作，联合推出禁毒宣传新模式，招募全民禁毒

代言人——禁毒小邮差，以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线上 " 朋友圈 " 推送 + 线下 " 邮政包裹 " 速递的方式推广禁毒宣传。 

届时，辖区 90 万余居民将通过朋友圈收到禁毒宣传知识，6000 份禁毒宣传知识将通过邮政包裹帖的方式进入居民家庭，罗湖莲塘在

社区、学校共招募 40 名 " 禁毒小邮差 "、" 禁毒代言人 "，开展暑期及长期禁毒宣传社会实践活动。 



    2019 年 6月 26 日                                                                          

 

 

 

罗湖召开全区防汛救灾工作会议 部署强调三防及减灾救灾工作 

6 月 24 日上午，罗湖区区长罗育德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传达贯彻广东省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等省、市有关会议精

神，部署强调近期三防及减灾救灾工作。区领导范德繁、李小宁、宋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6 月 22 日下午，广东省召开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减灾救灾的重要批示精神，对

全国重点地区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部署，对进一步做好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全区要按照会议

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做好三防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要按照李希书记提出“宁可

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要求，彻底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抓紧列出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把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落

细落小落地，加密巡查、及时排险、科学处置，力争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罗育德强调，要扎实做好汛情监测，确保分析研判到位，密切关注各类雨情、风情、水情，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措施和应急准备，提

醒公众做好安全防范；要主动加强协同配合，确保预警预案到位；分管区领导要加强指挥、靠前指挥，区三防办要主动统筹协调，各成员

单位要积极配合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压实预警响应责任，加强关键节点的管控、重点区域的盯守，打通预警响应的最后一公里；要认真梳

理风险台账，确保隐患排查到位；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大防台风安全指引宣传力度，迅速开展本行业本领域隐患

排查整治；要全面完善指挥调度，确保应急响应到位；各街道各部门要保持临战状态，动员各类应急救援力量进入值勤备勤状态，应急抢

险通讯、资金、物资要储备充足；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力打赢今年防

汛救灾的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