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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街道禁毒社工周海仪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的人宣传禁毒

“学生为成为禁毒代言人感到骄傲”

（截至昨日

18:00

）

荔湾区

西关广雅无土栽培有机

蔬菜明天开卖，千奇咪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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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前进街道禁毒社工周

海仪再次走进东泰学校， 利用中午休

息时间， 为 12 名学生禁毒代言人宣

讲。 她拿出 11 种仿真毒品模型，将学

生分成两组开展毒品辨认抢答， 巩固

从前学的毒品基础知识。 学生的表现

比周海仪预想的还好， 接着她播放了

一条 VR 视频， 吸毒者形象让学生们

认识到毒品的可怕，她趁热打铁，进一

步讲解毒品的种种危害， 让学生对毒

品的抗拒深植于心。

联合健身教练，培训学生禁毒先锋

近日， 前进街道主办的“我是禁

毒代言人” 活动启动， 致力在学校打

造一支年轻活力的禁毒代言人队伍，

让学生成为代言人， 将禁毒知识传入

各自的班级、 年级和家庭中去。 活动

受到在校师生与街坊的欢迎， 周海仪

说： “从学生的神情看， 他们为自己

能成为代言人感到骄傲。”

据介绍， 该活动的灵感来自平日

里的扫街禁毒宣传。 周海仪常与街道

禁毒专干、 辅警一起深入大街小巷走

访机构商铺， 一边传播禁毒知识， 一

边为社区戒毒人员联络工作岗位。 一

段时间后， 他们发现片区里学校众

多、 健身房密集， 他们就商量要将禁

毒工作与这两者结合起来。

“现在吸毒有低龄化的趋势， 年

轻人手里零花钱多， 辨别和抵制能力

较弱， 又常到 KTV 等娱乐场所玩，

可能会受到不法分子引诱。 而健身房

代表着健康运动、 绿色阳光的生活方

式， 可以为学生树立好榜样。” 周海

仪说。

因此， 除了自己担任老师讲授禁

毒知识， 她们还计划邀请健身教练作

为志愿者， 教学生做禁毒健身操， 作

为创新的宣传形式， 加入日后各类禁

毒活动中。

成为禁毒社工，帮助戒毒者重获新生

周海仪本是会计专业， 因对心理

学感兴趣， 认为做社工能接触到很多

人、 帮助到很多人， 于是转行成为一

名禁毒社工。 工作不久， 她便为此动

容： “我没想到， 一个陌生人会对别

人起那么大作用。”

一次， 周海仪与街道禁毒专干上

门为社区戒毒者做复吸检测。 对方是

一名 40 来岁的女性， 父母已经离世，

只有一个姐姐在照顾她。 周海仪与她

相处时， 经常表扬她， 为她疏解心

情， 同时将她姐姐作为鼓励她重新振

作的动力， 并手把手带她申请低保补

助， 给予生活上的帮助。 渐渐地， 该

戒毒者不再与旧友来往， 不再靠麻将

打发时间， 开始努力工作， 红润的气

色也重返她的脸庞。 在周海仪为她举

办的生日会上， 她特意做了发型和指

甲， 穿上新裙子现身， 光彩照人， 仿

佛脱胎换骨。

在日常的社区宣讲活动中， 每当

看到街坊因误食误吸毒品的案例而陡

然变得严肃凝重， 听到家长转头郑重

叫孩子过来听讲， 周海仪便感到开心

与自豪， 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随着工作时间渐长， 周海仪对于

禁毒工作的责任与使命有了新的认

识： “我们不仅要服务戒毒人员， 还

要改变社会对他们的偏见， 让周围的

人包容与接纳戒毒人员， 让他们得以

重新融入社会。 营造和善的氛围， 是

身为社会润滑剂的社工， 最有价值的

工作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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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仪

身份： 天河区前进街道社工服务

站禁毒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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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 我是禁毒代言人”活

动由前进街道发起， 从四到八年级学

生中选拔出一批学生禁毒代言人 ，培

养成为新生代禁毒先锋。 身为街道主

力禁毒人员， 周海仪参与了活动策划

与学生宣讲培训。

到联群村赏石屋品杨梅

联群村位于从化北部山区 ，

依山傍水，属于流溪河源头。该村

面积约

8

平方公里，下辖

4

个经济

社，总人口约

678

人。 每年

5

月中

旬是良口镇的 “杨梅节 ”，该村山

连山的杨梅园，成为从化区“杨梅

节”旅游目的地。

村内有另一特色———成排传

统广府民居，是

20

世纪

70

年代政

府统一规划建设用于安置被征地

村民的，现在很多作民宿出租。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影报道

番禺区

骄傲！ 岳溪村里这座历

史建筑大有来头， 番禺仅存

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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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

黄埔街又一个加装电梯

启用了！ 快看看是哪个社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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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

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计

划招 8 个班 334 人！ 你想知

道的分数线、开放日、任教老

师信息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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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群村村民在采摘杨梅。

空中俯瞰联群村，旁边是黄龙带水库。

联群村莲塘围石屋。

周海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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