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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开展
“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

激发青年学生
爱国情报国志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石中晨）海南日报记者9月13日从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获悉，秋季学期开学以来，该校精心策划、组
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师
生疫情防控意识，弘扬中国抗疫精神，激发青年学
生的爱国情、报国志。

据介绍，该校“开学第一课”活动主要围绕“致
敬伟大祖国，争做优秀学子”“弘扬抗疫精神，感悟
中国精神”“教师节感恩教育”“深入学习民法典，
依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倡导节约生活，共建绿
色校园”等主题开展。

其中，该校党委负责人讲授《深入学习民法
典，依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从民法典的实施要
求、编纂情况、主要内容、民生保障等4个方面，全
面介绍《民法典》的内涵和价值体系。该校领导班
子成员、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等也将陆续通过专题
讲座、思政课堂、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强化思政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倡导师生
读原著，今年秋季学期，该校专门为广大师生订阅
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
论述讲义》《中国制度面对面》等书籍，作为一份特
殊的开学礼物。

■ 本报记者 良子

9月4日，由国家禁毒办分两批次
组织的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红蓝对抗
2020”毒品查缉技能大比武圆满结
束，在8月19日至9月4日的第二批
次大比武中，海南公安代表队取得临
沧主战场蓝方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获“红蓝对抗2020”毒品查缉技能大
比武先进集体称号，史存围、符辉等2
名参战队员被评为先进个人。

据统计，此次大比武期间，海南公
安代表队共查破毒品刑事案件3起，
其中，物流寄递运输毒品案件2起、大
货车夹藏毒品案件1起；共缴获冰毒
约50克、冰毒液体240毫升、毒品可
疑物约1公斤；查破非法运输香烟案
件2起。共查获吸毒人员3名、外国
籍“三非”人员1名，查扣香烟1275
条，扣押管制刀具19把。

9月9日，省委副书记李军在与载
誉归来的海南代表队队员座谈时指
出，这次大比武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充
分展示了我省禁毒民警能征善战的风
采，要以此为契机，总结运用大比武中
学到的查缉技能，创新公开查缉工作
机制，营造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推动

海南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新的
更大战果。

“一股劲”拼到底
首班岗连续奋战32个小时

临沧是这次大比武的5个主战场
之一，其中海南代表队进驻的云县警
务站距离中缅边境200多公里，是临
沧边境往来内地的交通咽喉，也是堵
截“金三角”毒品渗透过境由临沧进入
中国内地的最后一道屏障。

“堵源截流任务非常艰巨繁重，我
们21名参战队员深知肩上的重任。”
海南公安代表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韩诚
定介绍，从8月20日16时起，海南公
安代表队队员们以最佳精神状态在云
县警务站关口打响缉毒之战。至当晚
24时的首班岗期间，共查获吸毒人员
1名、共检查过往汽车、货车、客运车、
物流寄递车910多辆，检查过往人员
1700余人。

首班岗主班8小时结束后，全体
队员没有选择休息，主动提出继续前
往河湾流动点、云县西流动点开展24
小时毒品查缉。

在大比武中，海南公安代表队充

分发挥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临时党支部先后召开6次会议研究部
署工作，解决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时调
整工作方式方法，“一口气”抓到底，

“一股劲”拼到底。
“海南公安代表队还利用休息间

隙，虚心向临沧主战场指挥部、云县公
安局民警取经，并邀请了昆明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和云县警务站教员给全体
队员授课。”韩诚定说，通过授课学习，
有效提升了队员们的查缉技能，扩宽
了查缉视野，为查缉工作指明了方向
和重点。

一晚查获2起毒品案
打响主战场大比武第一枪

8月25日20时许，一辆超长厢式
货车缓缓进入查缉范围，这是一辆物
流运输车，装有4000多件包裹。

“身上穿着厚重的防弹衣，在货车
闷热狭窄的空间中翻查几千件快递，
几分钟时间，身上的衣服就能完全湿
透。”海南公安代表队队员符辉介绍，
检查时发现一个可疑包裹，寄递地址
模糊，收寄件人均为同一人，这令队员
们产生了怀疑。打开可疑包裹后，有

一条厚度约2厘米、用锡纸包裹的水
管，水管里有3包、20多克疑似冰毒
的物品。经送检发现，确定为冰毒。

发现这一情况后，队员们开始对
同批快递挨个进行检查，打响了本次
大比武临沧战场查缉毒品的第一枪。

“检查物流车的任务非常繁杂，从
快递单筛选出可疑快递，再通过安检
仪器进行复查，每一个步骤都要非常
缜密，耗费的时间很长，但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检查的效果。”海南公安代表队
队员符朝明介绍，当晚23时50分，在
检查另一辆物流运输车时，队员发现
一件使用假收件人手机号码的包裹，
拆开发现是用急支糖浆伪装的2瓶冰
毒液体。

严守禁毒防线
抓获2名涉嫌毒品运输嫌犯

参战队员史存围、符辉用出色的
表现，斩获了大比武先进个人的荣誉。

8月30日晚23时，史存围和符辉
等在检查站对一辆大货车进行查缉
时，发现车主神色慌张，十分抗拒检
查。车主的过度反应，让他们格外提
高警惕。队员们拿着手电筒对货车一

一检查，40多分钟过后，当队员检查
至车底时，果然有了收获。

“我们发现车底吸附着强力磁铁
并带有定位器，与毒品包装在一起。”
史存围介绍，队员当场查获冰毒30多
克，还在驾驶室的手挡边上查获两把
匕首，随后2名涉嫌毒品运输的货车
司机被控制。

“检查一辆物流货车，要搬下几千
件包裹，检查完再搬到车上，还不能有
装不下的情况，我们队员现在的装卸
水平都是专业的了。”史存围说，大比
武的过程虽说很艰辛，但是一次很好
的锻炼、学习的机会，不仅开阔了眼
界，还增强了缉毒技能。

在这次大比武中，海南公安代表
队全体队员日夜奋战在海拔1000多
米的查缉卡点上，面对高海拔带来的
身体不适，顶风雨、耐酷暑，发挥顽强
拼搏的斗争精神，守卫着禁毒防线，受
到了大比武指挥部、云南当地公安机
关和各参战代表队的一致好评。

“禁毒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将不忘
初心，拼尽全力与毒品作斗争，不辜负
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辜负获得的荣誉
称号。”9月12日，韩诚定在接受采访
时说。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海南公安代表队获全国“红蓝对抗2020”毒品查缉技能大比武“临沧主战场
蓝方队第一名”和“先进集体”称号

奋战创佳绩 亮剑斩毒魔

近日，儋州市雅
星镇东山居响水瀑布
美景吸引游客前来观
光游览。

据了解，响水瀑
布位于原八一农场东
山分场约一公里处，
该瀑布落差约30米。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瀑布美景
醉游人

送教上门呵护农村留守儿童

定安“爱上朗诵”
公益课堂首次开讲

本报定城9月13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黄祥）“朗诵是富含感情的朗读。只有你读的时候
带感情，听的人才会被你感染到。”9月12日上午
9时，“爱上朗诵”公益课堂在定安县龙门镇里沙
塘小学首次开讲。定安县融媒体中心主播方良给
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朗诵课，充分展现了
朗诵的风采和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

课堂上，为了活跃气氛，方良及其他爱心人士
还通过开展趣味小游戏和孩子们进行快乐互动，
帮助他们克服紧张的心理，同时让他们在游戏中
学会分享、合作，进一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据了解，此次《爱上朗读》定安融媒体乡村
学校公益行系列活动由龙门镇乡村振兴工作队
和县妇联联合启动，该县多个部门及学校参与，
旨在引导更多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通过大力
开展特色课堂教学开放活动，创新学校办学特
色，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全面提高农村留
守儿童综合素质，推动定安特色课堂教学改革
取得新成效。

龙门镇党委副书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派
驻龙门镇工作队队长吴棉表示，做好关爱、教育
农村留守儿童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培育
新型农民和建设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该镇将
会继续努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携起手来用心
呵护留守儿童。

全省离退休干部职工
书画摄影展开幕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马思思）近日，由省委组
织部（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省老年书
画研究会、省老年大学、省老干部活动
中心承办的2020年海南省离退休干
部职工优秀书画摄影展在海口开幕。

本次展览以“墨彩海之南 助力自
贸港”为主题，共展出作品233幅，其
中书法 129 幅、绘画 75 幅、摄影 29
幅。作品题材广泛、主题鲜明、健康向
上、风格多样，展现了海南在自贸港建
设、生态保护、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新变化、新面貌，抒发
了老干部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生活
的真挚情感，以及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贡献的时代风采。

该展览将展至9月18日，公众可
到省博物馆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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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学校已经开学，不法分
子又开始针对学生及学生家长实施诈
骗。9月13日，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发布几起开学季电信诈骗案例，请
学生及学生家长引以为戒，谨防开学季
电信诈骗。

冒充子女索要培训费类诈骗

王女士近日在微信上收到一条自称
是其“女儿”的好友申请。女儿就读的是寄
宿学校，平时管理严格。王女士担心女儿
找自己是有急事，于是便通过了申请。“女
儿”随即把学校将要邀请教授辅导一事告
诉了她，并强调“名额有限”。考虑到女儿
学习的积极性，王女士于是在“女儿”的要
求下，添加了教务处“李主任”的微信，并根
据其提供的银行卡号，转账9000多元。

可不久，“李主任”又说要再付一笔近

万元的费用才能进入重点班。这时王女
士感到事有蹊跷，便电话联系女儿，才知
道女儿学校根本没有组织培训课程。王
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向警方报案。

冒充老师要求缴纳学费、
补课费类诈骗

李先生在儿子的班级群中收到了一
则收费提醒，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接
教育局通知，本学期可扫二维码缴纳学
费，缴费后截图发班级群里，老师统一凭
截图登记缴费情况。李先生和许多家长

以为是老师发布的通知，都扫码缴费，直
到群内真正的老师说明并没有扫码缴
费，才意识到被骗。

冒充同学（好友）代为转
账类诈骗

学生小王在QQ上接到同学留言，
对方称表妹生病住院急需用钱，自己的
微信被限制登录，要小王提供银行账号，
自己将钱转入小王银行卡中，再让小王
用微信扫收款码帮忙代为转账。随后，
对方提供银行卡“转账记录”（伪造汇款

凭证），小王以为同学已经转账，就往对
方发来的二维码扫码支付1000元，事后
见到同学才知被骗。

网络刷单类诈骗

在校学生小温在58同城网站上投了
兼职求职的简历，第二天就接到一个陌生
电话，询问小温是否求职，并称可以为小
温提供刷单兼职的工作。涉世未深的小
温一心想着赚些生活费，便根据对方要求
加了对方QQ好友。在前面几单小额的
商品返现后，对方问需不需要刷套餐单，

于是小温在对方指引下操作了多笔“刷单
任务”后，便要求对方返还自己已经垫付
的7986元，但对方却以尚未完成“刷单任
务”为由，拒绝返还本金。在小温多次的
询问下，对方直接将小温拉黑消失了。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学生及家长要
保护好个人信息，以免造成信息泄露，让
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家长在收到要求
付款的信息时，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
方式确认对方身份，切不可轻易转账。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如果有同学、
好友在QQ、微信等平台上借钱时一定
要通过电话或视频等方式联系核实。保
护好QQ、微信等社交软件账号和密码，
一旦发现被盗用，要及时告知亲朋好友，
避免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诈骗。

策划\梁子 文\梁子 王晴 王政书

全民参与防骗 共建和谐社会

省反诈骗中心：开学季，谨防电信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