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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推进全民禁毒教育
宣传工作，深入推进毒品治理创
新发展，日前，我区职工共同观看
了禁毒警示教育电影《明天有多
远》，该片讲述女主人翁于兰误食
毒品后，沉迷在毒品世界里无法
自拔，最终让她失去了自我，失去
了往日幸福家庭的故事。当她幡
然醒悟时，纵然悔恨，然而一切已
无法挽回。

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
害不言而喻。“家庭是大树，毒品
是蛀虫”，正是在毒品的侵蚀下，
多少家庭这棵大树被蛀得千疮百
孔，轰然倒塌。毒品摧毁的不但
是人的肉体，是人的意志，在当今
和谐社会里毒品就像一条毒虫，
不时地侵犯人的身体夺取人的生
命，影响美满的家庭，导致人生悲
剧，这是家庭之痛，人生之痛，甚
至危害到社会的安定。在面对毒
品的腐蚀，一个幸福的家庭一点
点被侵蚀，直到把它嗑空。而最
关键的问题，就是被欲望所操
纵。在面对黑恶势力的时候，没
有反抗，而是选择了一味的妥
协。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欲望，陷
入了毒品的泥潭，为了筹集毒资，

不惜变卖家产，妻离子散，最终落
得暴尸街头的恶果也比比皆是，
将自己的生活彻底毁灭。该片希
望能带给所有人对毒品危害家
庭、社会的反思，警示人们不要碰
毒、吸毒。只要毒品一天存在，我
国的缉毒行动将不会停止，为和
谐社会营造一片净土。

我们需要通过自觉学习，加
强自身的防患意识，自觉地抵制
毒品的侵蚀，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真正地认识到毒品是一切罪
恶之源的本质面目。

“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
想毒”反映出吸戒毒人员的心声，
电影透过年轻人的视角、年轻人
的故事，深刻地展示了毒品对青
年人的危害，“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对每一个人而言，这绝不仅
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无论是出
于主观还是客观，有些路，永远不
能走；有的错，永远都不能犯！从
《明天有多远》这部影片中，我受
益匪浅，同时也深深地知道：我们
以后所要战胜毒品的道路还很漫
长。但是我相信，只要多方努力，
一定可以像影片中插曲的歌词一
样：“明天，明天天空一定晴朗。”

日前，在单位的组织下，我观
看了电影《明天有多远》，电影讲
述的是一个女白领染上毒品后家
破人亡的故事，这让我这个平日
里对毒品了解不深的人对毒品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

6月 26日是中国禁毒日，毒
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
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
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的泛滥直
接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并给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
威肋。

多少人因为毒品而失去了学
习的机会，工作的能力，出卖了自
己的良心，背弃了家人和朋友，甚
至失去了活在世上的意义，更为
严重的是有人就因这小小的药丸
献上了年轻且无价的生命。这部
电影的主人公于兰不就是这样电影的主人公于兰不就是这样
吗吗？？她本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她本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
庭庭，，细心体贴的丈夫细心体贴的丈夫，，淘气但乖巧淘气但乖巧
的女儿贝贝的女儿贝贝，，然而在她一次去然而在她一次去
KTVKTV的玩乐过程中的玩乐过程中，，有人精心安有人精心安
排让她食用了毒品排让她食用了毒品，，从此改变了从此改变了
她的生活她的生活，，沉迷在毒品世界里的沉迷在毒品世界里的
她无法自拔她无法自拔，，最终让她失去了自最终让她失去了自
我我，，失去了往日幸福的家庭失去了往日幸福的家庭，，当她当她
真正醒悟时一切都晚了真正醒悟时一切都晚了，，能留给能留给
她的只是内心的忏悔和无法挽回她的只是内心的忏悔和无法挽回
的结果的结果。。毒品无情毒品无情，，人有情人有情，，不要不要
让生命留下灰色的阴影让生命留下灰色的阴影。。我们应我们应
该充分认识我国毒品形势的严峻该充分认识我国毒品形势的严峻

性和做好禁毒工作的重要性性和做好禁毒工作的重要性。。让让
我们参与禁毒斗争我们参与禁毒斗争，，捍卫健康人捍卫健康人
生生，，一起构建和谐社会吧一起构建和谐社会吧！！

如今，禁毒工作的难点体现
在哪儿？

首先，对毒品的种类及范围
没有确定数据并且缺乏及时更
新，对毒品的鉴定不够规范对毒
品数量，各部门意见不一，所以很
难确定，这就需要公安部门对毒
品的种类范围等建立全面统一的
毒品数据库，图片及各种参数随
时更新增加，以便禁毒人员及时
查询、学习、辨认、增加判断准确
性。其次毒品案件复杂其次毒品案件复杂、、跨区跨区、、跨跨
界界、、跨省跨省、、跨国办理情况比较普跨国办理情况比较普
遍遍，，导致一些案件在司法机关间导致一些案件在司法机关间
互相推诿扯皮互相推诿扯皮，，久拖不决久拖不决。。这些这些
案件都缺乏一定的科学管理案件都缺乏一定的科学管理，，比比
较混乱较混乱。。然后然后，，全民禁毒宣传不全民禁毒宣传不
到位到位，，很多国人对禁毒一知半解很多国人对禁毒一知半解，，
导致群众对毒品的举报都很困导致群众对毒品的举报都很困
难难，，因此需要我们提高禁毒意识因此需要我们提高禁毒意识，，
打响统一禁毒大战打响统一禁毒大战。。最后最后，，日益日益
发展的科技及互联网发展的科技及互联网，，也滋长了也滋长了
毒品的数量毒品的数量、、运输及吸毒的人数运输及吸毒的人数
日趋增加及年轻化日趋增加及年轻化，，禁毒人员要禁毒人员要
随时对禁毒的软件进行更换随时对禁毒的软件进行更换、、升升
级级。。

总之总之，，禁毒工作任重而道远禁毒工作任重而道远，，
一定要健全禁毒法制一定要健全禁毒法制，，打破区域打破区域
限制构筑全国统一禁毒战线限制构筑全国统一禁毒战线，，打打
好全国禁毒攻坚战好全国禁毒攻坚战。。

珍爱生命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远离毒品。。

看了《明天有多远》禁毒教
育影片后，对我的震撼非常
大。时间的样子真好看，它将
我们从一个天真的孩童，蜕变
成窈窕淑女。我们学会了独自
思考，学会了拥抱复杂的生
活。明天的样子，谁知道呢？

影片主人公于姑娘由于自
制力不够，从刚开始有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到在朋友的介
绍下认识了吸食毒品的一位姑
娘，从此踏上吸毒的不归路。
同样是小A的朋友的公司职员
小 U，就没有毒瘾。从此可以
看出来，自制力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原因，交朋友要看清
楚对方的真实面目，毕竟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

吸毒的多为两种人，一种

是空虚。空虚的人觉得什么都
没劲，活着没劲，死了也没劲，
总想找点刺激，那就吸毒吧：那
玩意刺激，一般人不是都不敢
碰吗，我敢！不都说戒不了吗，
我偏不信！这种人怕吓唬
吗？！找刺激爱冒险的人本来
就不太把健康和生命当回事，
你越说危险他们越要试试，胆
小的人，你甭劝他肯定不会沾
的。都说三岁看小，有的人是
可以讲道理的，有的人是不行
的，需要强制。第二种是生活
压力大，平时被大家寄予很高
的期望，为了别人的评价和现
实的生活压力而绷紧神经，每
天都活得很累，觉得每天都不
是自己的。一旦接触到毒品，
会轻易地妥协。

毒品对人的毒害如此之
大，它能使人有着双重依赖。
唯有八个字应该谨记：珍爱生
命，拒绝毒品。因此我们该做
的很多，而且必须从小做起。
然而认清毒品的真面目并彻底
与其划清界限不仅仅需要无数
的禁毒知识，更加需要的是有
意识地培养健康的心理和良好
的生活习惯：是谨慎地交朋友
和高度的警觉和自制；是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也唯有将预防毒品从意识
转化为行动，再由行动上的拒
绝升华为精神上的排斥，从生
命的高度去抵制这中食人瘟疫
的诱惑，才有可能做到远离毒
品而不受侵害。

日前，单位组织观看了一
部关于禁毒的公益院线电
影——《明天有多远》。电影通
过女主角于兰的自述，呈现了
一个本应该幸福快乐的家庭，
因女主角在一次聚餐时，被“朋
友”精心安排让她食用了毒品，
从此改变了她的生活，沉迷毒
品无法自拔，最终迷失自我，家
庭也支离破碎。电影叙事线条
很简单，简洁明快地将毒品的
危害呈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
从心底感受到毒品所带来的危
害，也让我做出一些思考。

“毒品”在新的时代应予以
新的定义。过去我们提到毒
品，想到的是海洛因、k 粉、大
麻一类容易使人上瘾的精神类
化学物质，并且会造成人体伤
害甚至死亡。如果我们将“上
瘾”这个词范式化运用于今天，
是否不仅仅是化学物质会造成
上瘾，“网瘾”似乎成了近十年
来“瘾”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
其带来的真实危害也屡见不
鲜，观影同日，造成 49 人死亡
的新西兰南岛克莱斯特彻奇恐

怖袭击案让人唏嘘不已，凶手
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向世界做出
令人发指的“表演”，视频中凶
手模仿某款名为“吃鸡”的热门
网络游戏，全程以第一人称视
角将真实世界当作游戏世界，
将行凶当作游戏中的淘汰予以
实施，整个过程让屏幕前的大
众愤慨不已。虽然案件事实还
在进一步调查，但不论是出于
何种原因，伤害事实已经造成，
逝者已逝，希望法律的准绳能
将凶手严惩。如果说吸食传统
毒品是危害自己和家庭，那这
种恶劣的通过网络媒介实施无
差别攻击的精神毒品，危害的
是整个社会。在这个新的时代
各式各样的新式“毒品”层出不
穷，潜在威胁也比比皆是，如何
恪守底线，完善各项制度，抵御
风险，为社会
的 长 治 久

安保驾护航成为这个时代新的
重大课题。

伴随网络的飞速发展，各
式各样的新式“老问题”层出不
穷，对于“网瘾”这个时代的新
型毒品，我认为根本的解决方
法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人与网
络的关系，网络是为了让世界
高效化、数据化，应发挥其正确
的作用。与此同时，互联网企
业，特别是目标客户为心智还
在成长期间青少年的企业，应
加注重宣扬正确的价值观，网
络的自由应当是规矩内的自
由，任何逾越底线的自由终将
导致灾难。政府应加强监管，
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进一步建
立健全各项法规，对触犯法律
的行为作出应有的惩罚，使得
网络环境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李溶

打赢禁毒工作攻坚战
王辉鑫

从小做起，从我做起
史渊

警惕新型毒品“网瘾”
吉仲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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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精神：
团结奋进 开放创新
包容担当 务实诚信

11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为丰富党员冬训的内涵和外
延，推动冬训见实效，本年度冬训
中，开发区通过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积极整合和搭建理论
政策法规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
务、科技科普服务等平台，开展了
全覆盖、本土化、分众化的冬训活
动。全区 38个基层党组织、8000
多名党员以各种形式参加了冬
训。

通过认真分析当前冬训的时
代特点，开发区全力拓展冬训的
深度和广度，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央、省、市及开发区当前最新
的、最重要的思想精神和工作任
务传递到基层。细化上级参考话
题，根据中央、省委市委要求宣讲
的内容提纲，结合本区实际，将其
细化、分解为一个个小主题，做到
紧跟中央、紧贴基层；重点突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
析，并以此为主题聘请专家学者
为全区机关全体员工、村（居）两

委班子成员、驻区部门负责人、各
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人员进
行专业宣讲。讲好开发区话题，
在宣讲过程中，要求各部门负责
人立足本职工作和业务重点，围
绕当前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
临的热点、难点问题，讲授常用或
重要的政策规定、业务流程等，有
针对性地开展特色宣讲，并充分
考虑群众在文化程度、接受能力、
实际需求等方面的不同，积极开
展“点单式”服务，由群众自己定
话题，宣讲人员作宣讲。

面对不同层面的干部群众，
开发区充分考虑基层党员的文化
水平、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组建
了一支高素质的宣讲队伍，让更
多的身边人、百姓事走上讲台。
领导干部带头讲、专家模范透彻
讲、百姓名嘴上台讲，组建了“开发
区百姓宣讲团”，全区共有10名基
层普通党员和大学生村官以这一
形式走上讲台，在38个村（社区）开
展巡回演讲；民间组织基层讲，开

发区民间艺人自编自演情景剧《车
站村的三十六年》用一个个鲜活的
事例，讲述了车站社区党委书记胡
小锁带领村民攻坚克难、脱贫致富
的奋斗历程，在各类演出活动上巡
回演出；群乐艺术团、东方艺术团、
开发区诗词协会、作家协会通过舞
蹈、说唱、三句半、读书会等形式，
开展了《九万里风鹏正举-跟着习
总书记学诗追梦》《红色经典悦分
享》《复兴路上看新区》《文明新风
暖人心》等宣讲和演出，受到广大
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冬训期
间，38个村（社区）实践站共开展
道德讲堂 100 余场，对镇江好人
张阿明、镇江新乡贤丁金高、诚信
之星殷思琪等先进人物的好人好
事进行宣传，并让众多道德典型
走上支部冬训大“讲台”，用身边
人、身边事来感召人、教育人、激
励人，在全区范围内形成学习典
型、宣传典型、争做典型的良好氛

围；组织志愿者上门走访了部分
困难党员、困难群众、困难职工及
五保老人，通过各级各层的慰问
活动，共慰问困难家庭350余户，
发放慰问金20万余元；组织为90
余名留守流动儿童开展了“织爱
行动 情牵童心”“青春助力 情暖
童心”等活动，在送上慰问金、学
习用品的同时，还带孩子们一同
看电影；曲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50 名青年志愿者前往敬老
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密切联
系服务群众中进一步锤炼党性修
养。此外，还启动了“文化庙会”
第三站“活力曲阿”暨曲阿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授旗仪
式，多场理论宣讲活动在多个社
区与单位开展。

考虑到基层党员的具体情况
和实际问题，开发区采用“集中+
分散”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
合等多种方式，运用现代化传媒
手段，创新打造了“微”讲新模
式。即开设“微党课”针对讲，在

开发区公众号专设了“开发区微
党课”固定版块，内容包括党的十
九大相关知识、全国两会精神报
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宣传等专栏，用文字、图
片等形式发送至党员干部手中；
广泛发动本地党员积极参与“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的组织建设、党
员信息录入、发动党员下载APP
等各项具体工作，实现基层党员
干部全覆盖。打造“微载体”灵活
讲，使用开发区专刊、开发区微信
平台、开发区网站等新媒体宣讲
理论学习内容，让党员干部群众
随时随地、灵活便捷地享受新教
育模式；通过开发区官方微信开展
理论宣讲网络实时直播、视频点
播，进一步扩大冬训的影响力和覆
盖面。开展“微行动”上门讲，通过
道德讲堂、金山理论讲习所等平
台，进村、社区里开展“点对点、点
对群”的流动宣讲，由身边的人讲
身边的事，由普通党员讲普通的
事，使宣讲生动鲜活、入情入理。

守正创新抓冬训 武装头脑长精神

开发区再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高潮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为进一步加强入党积极分
子的培养教育，提高其政治素质
和理论水平，4月3日上午，开发
区在科创园多功能会议厅举办了
2019年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来
自各基层党组织的 94名入党积
极分子参加了学习。

此次培训邀请了市委党校朱
利霞老师为学员们授课。培训会
上朱老师深入浅出就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了精彩讲解，让学
员们接受了一次党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思
想认识，端正了入党态度，坚定了

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开发区

组织人事局局长赵明富在培训中
希望入党积极分子能充分认识党
员发展的新要求，以党员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争当模
范、认真学习、加强锤炼，争取早
日入党。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11日上午，开发区召开农业
生产工作会议，对小麦穗期病虫
防控、一枝黄花防治等工作进行
了部署。

会议指出，小麦赤霉病属于
典型的气候性病害，其发生与小
麦扬花期的天气有密切关系。
目前，我市小麦已陆续抽穗扬
花，进入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穗

期病虫害防控关键时期。根据
植保部门对小麦品种布局、生育
进程、菌源基数和天气趋势等相
关因素综合分析，今年我市小麦
赤霉病将呈偏重至大流行趋势，
如果抽穗扬花阶段遇上高温、高
湿天气，就有利于病害的侵染、
扩展和蔓延，从而造成赤霉病的
大流行。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全力

打好以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穗期病
虫防控攻坚战，全力保障小麦丰
产丰收和质量安全。突出“预防
为主、主动出击、统筹兼顾、总体
防治”的防控策略，坚持“适期防
治、见花喷药”的防控要点，做到
一般发生田块一次用药全覆盖，
重发田块两次用药不动摇，以赤
霉病、白粉病、蚜虫为主攻对象，
兼治锈病、粘虫等其它病虫。

开发区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打好小麦穗期病虫防控攻坚战

党工委领导齐赴一线 124条隐患整改不隔天

开发区严查22家重点企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为深刻吸取江苏响水天嘉
宜公司“3.21”特大爆炸事故教训，
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连日来，开发区全体党工
委领导分成11个小组，对分片挂
钩的22家重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

据悉，此次检查以危化品使
用和储存、粉尘涉爆、冶金铸造和
受限空间为重点。经统计，共查
处隐患问题166条，其中124条隐
患已要求相关企业当天或者现场
即时完成整改，其余42条均已责
令限期完成整改，并由专人负责
督促落实完成整改。

此外，针对江苏大力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神股份有

限公司、丹阳龙江钢铁有限公
司、丹阳红叶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4家构成重大危险源储存企业及
4家重点生产类危化企业，检查
组要求其建立监管档案，与专家
建立挂钩联系，不间断、常态化、

依规范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同时对危险程度较高、事故易发
多发的生产工艺环节和部位进
行严格监管，对查出的多条隐患
进行集中立即整治和限期责令
整改。

党工委领导深入企业检查安全生产党工委领导深入企业检查安全生产 记者记者 蒋玉蒋玉 通讯员通讯员 开轩开轩 摄摄

园林处修补破损绿地
为保障道路绿化景观效果，日前，开发区园林处在齐梁路沿线电

缆铺设结束后，立即开展了绿地修复工作。据悉，此次修复面积共计
10649平方米，补植树木包含银杏、桂花、红叶石楠、垂丝海棠、紫叶
李等19个品种共计1136棵乔木、6005平方米灌木以及4644平方米
草坪，工程计划4月底全部完成。（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 摄）

文明祭扫 缅怀英烈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春风送暖，又逢清明。
为缅怀英烈的丰功伟绩，继承英
烈遗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
递正能量，曲阿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日前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活
动。

联观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部分村民
代表及入党积极分子前往辖区
内夏霖烈士墓、朱廉贻烈士墓开
展祭扫活动。在烈士墓前，大家
聆听了先烈事迹，随后全体人员
默哀，向烈士敬献花圈，并在烈
士的见证下重温了入党誓词，以
表达对烈士崇高的敬意和深切
的哀悼之情，增强了历史责任和
使命感。

河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联合河阳学校开展清明祭扫革命

烈士活动。活动现场，气氛肃穆，
在村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向烈士
敬献花圈后，全体默哀，以示对烈
士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学生代
表发言，呼吁同学们继承先烈遗
志，发奋学习，为国争光。最后，
大家绕革命烈士纪念碑一圈，前
往烈士英勇就义遗址重温先烈事
迹。通过这次祭扫活动，学生们
了解了先烈的事迹，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思想教育，更激发了他们
树立远大理想、成长为社会有用
之材的志向。

三桥村开展文明祭扫主题
宣传活动，通过在各个灵堂醒目
位置张贴《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
书》，倡导大家文明祭扫，呼吁村
民争做文明之风的倡导者和传
播者,以移风易俗、低碳祭祀、文
明祭祀的实际行动,共建文明和
谐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