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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丹丹） 为进
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
近期 ， 浏阳市淮川街道翠园社区邀
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法制处教中队、
城区一中队， 通过线上线下多途径开展
交通安全第一课， 将道路交通安全知
识送进校园， 营造良好的交通安全氛
围， 全力打造 “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
文明出行” 的良好交通环境。

大手拉小手， 安全齐步走

“过马路我们要怎样走才安全
呢？” “我知道！ 一站、 二看、 三通
过！” “回答正确， 小朋友们真棒！”
在翠园社区蒙大小天使幼儿园课堂
上， 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回答交警易
勇提出的问题。

课堂上 ， 易勇通过播放动画视
频、 现场问答等方式， 给孩子们介绍
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生的安全事故及自
我保护方法， 重点讲解如何正确识别

交通信号、 交通标志、 标线， 以及正
确行走、 安全骑车、 文明乘车等交通
安全常识 。 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将
交 通 安 全 知 识 讲给 孩 子 们 听 ， 让
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道路交通

安全的重要性， 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交通安全进校园， 文明出行齐参与

在浏阳市龙伏一职城区校区的操
场上， 全校 1500 余名师生认真聆听

易勇的交通安全宣讲。 易勇结合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 着重剖析常见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以典型交通
事故为例 ， 从 “行走安全 、 骑车安
全、 乘车安全” 等方面讲解交通安全
知识， 提高广大师生知危险、 会避险
的安全防护能力。 同时， 易勇教育学
生们要摒弃不文明交通行为， 做好交
通安全 “宣传员”， 将交通安全知识
带回家， 引导家长们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 安全文明出行。

“交通安全宣传越响亮， 安全意
识 、 文明意识就会在大家心中越深
刻 。 交通安全 、 人人有责 ， 守法出
行、 文明交通应该每天都在。” 翠园
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寻思博
说， 希望居民群众从自身做起， 从现
在做起， 遵法、 守规、 明礼， 做文明
交通的参与者、 倡导者、 守护者， 共
同营造安全、 文明、 有序、 畅通的交
通环境。

开展急救知识讲座
守护生命健康

本报讯 （吴洪江 通讯员
肖茜） 9 月 14 日下午 ， 衡阳
市雁峰区先锋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来到天
后街小学 ， 为中小学生举办
一堂生动实用的急救知识讲
座 ， 帮助师生更好地掌握基
本的自救 、 互救知识和初级
救生技术， 提高师生在灾害、
意外事故和危重病发生时的
应急处置能力。

讲座分为理论讲解和实
践操作两部分 。 在理论讲解
环节 ， 志愿者对常见突发性
急症状 、 突发意外 、 公共卫
生事件等进行详细阐释。

接着， 志愿者邀请孩子们
开展模拟演示。 孩子们迅速进入
情境之中， 发现 “险情” 后大声
向小伙伴呼救， 通知老师拨打
急救电话， 并进行海姆立克急
救法模拟演练 ， 整个过程将
急救内容融会贯通 。 演练结
束后 ， 志愿者就演练效果进
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 进一步
增强了孩子们的学习实效。

培训帮助师生掌握基本
急救操作技能 ， 提高自救互
救能力 ， 为建设安全校园提
供重要保障。

本报讯 （吴洪江 通讯员 张睿）
9 月 13 日起， 常宁市泉峰街道办事
处按照常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
部署 ， 开展区域常态化核酸检测工
作。 同时， 泉峰街道办事处全体机关
干部与村 （社区 ） 两委干部下沉一
线 ， 面向群众开展平安创建宣传活
动 ， 积极宣传禁毒 、 扫黑除恶 、 防
盗、 防诈骗、 反邪教等有关知识。

9 月 13 日下午 ， 泉峰街道各核
酸采样点正井然有序地开展核酸检测
工作。 工作人员利用群众排队等候的

间隙， 向他们发放 “创建平安常宁，
共享平安成果” 宣传册并进行讲解。

“如果您接到了 ‘0734-12340’
或 ‘0731-12340’ 电话， 不用担心，
它不是骚扰电话也不是诈骗电话， 这是
安全感和满意度的调查电话， 麻烦大家
抽出几分钟耐心接听并回答……” 宣
传现场气氛热烈， 工作人员的讲解不
但提升了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能
力， 还激励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平
安创建， 群众纷纷在平安创建承诺书
上签字。

“基层人少事多任务重， 利用全
员核酸检测开展宣传工作， 一是能更
好地整合资源， 让基层减负到位； 二
是能拓展宣传的深度和广度， 让宣传到
位。” 泉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李芳林介绍。

据统计， 仅 9 月 13 日一天 ， 就
发出宣传资料 9600 余份， 大大拓展
了宣传的深度和广度， 强化了宣传效
果。 下一步， 街道办事处将结合全员
核酸检测， 持续开展平安宣传， 进一
步提升辖区平安建设整体水平， 共同
营造幸福和谐的社会环境。

党员志愿者发放宣传册并讲解网络安全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邓洁） 为深入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 增强群众网络
安全意识 ， 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
近日 ， 岳阳市湘阴县洋沙湖镇通过
“线上+线下 ” 相结合的方式 ， 开展
以 “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
民” 为主题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
列活动。

宣传周期间， 洋沙湖镇在 “湖南
志愿” APP 上发布招募活动， 召集 48
名镇、 村志愿者， 在市场、 超市等人口
密集区域发放宣传手册， 并成立宣讲
小分队， 挨家挨户上门宣讲。 同时利
用 “村村响” 广播定时向居民群众播
放网络安全知识， 并在村 （社区） 微
信群转发网络安全典型案例进行警示

教育。 同时， 通过在镇、 村醒目位置
张贴宣传海报、 设置展板、 设置咨询
台、 悬挂横幅等多种群众通俗易懂、
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并发
动辖区企业和学校共同参与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 营造出浓厚宣
传氛围。 此次活动共向群众发放网络

安全宣传资料 400 余份， 现场答疑解
惑 158 人次， 受益群众达 500 余人。

“现在网络诈骗真的太多了， 而
且专挑老年人下手， 周围一些人被骗
了还执迷不悟。 这样的宣传让我们比
较全面地了解网络安全知识， 提升防
范意识和警惕意识， 希望以后镇里可
以多开展类似活动。” 涝溪桥村的李
娭毑说。

下一步， 洋沙湖镇将持续深入开
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 通
过国家网络安全宣传进村 （社区 ）、
进企业、 进学校等多种形式， 进一步
提升村民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
防范能力， 营造出维护网络安全 “人
人有责、 从我做起” 的浓厚氛围。

浏阳市翠园社区

宣教进校园， 点亮交通安全“开学季”

常宁市泉峰街道 在核酸检测点开辟平安宣传新阵地

湘阴县洋沙湖镇 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 衡阳市雁峰区先锋街道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