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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安全活动2017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一到暑期，容易发生孩子溺水事故，特别
是事故出现时，一些不习水性的孩子盲目施救，造成群死，使本来快乐的童年蒙上阴影，也
给很多家庭带来不幸。预防事故除了要加强管理、加强监护，还要让孩子们做到警钟长
鸣、自我提醒。

为此，教育部编写了中小学生预防溺水童谣，希望能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能在喜欢玩
耍的孩子们心间和脑海流淌。借此多一份教育、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一首防溺水童谣2016

一次专题班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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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下午，湖北随州市淅河马家铺3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下河游泳，不幸溺亡。
6 月 24 日下午，河南郑州市贾鲁河中牟段，5 名初三学生下水游泳，不幸溺水，1 人获

救，4人溺亡。
6月25日下午，广西资源县初一学生唐某某等7人相约到梅溪镇卫生院旁的河中游泳。邹

某、易某某、易某、邹某怡4人在河边浅水区域游泳。之后，邹某游至深水区域，因体力不支导致
溺水。易某某、易某、邹某怡3人前去搭救，随后也跟着溺水。最终，邹某怡被河水冲到了浅水区
域获救，易某、易某某、邹某3人不幸溺亡。

暑假即将来临，气温一路飙升。游泳是很多人喜爱的降温或消暑方式，然而每年的夏季也成
了溺水事故高发期。学生溺水事故频发，多名学生溺亡，令人十分痛心。

学生暑期安全工作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事，更是学生、家长以及全社会共同的事。
如何构筑起家长、学校、社会三维防护网络，保障孩子度过一个安全、愉快、有意义的暑期？

为确保广大学生安全，教育部每年都会就学生安全工作作出部署。记者梳理了近年来部
分教育部的相关措施，供广大学生、家长以及地方、学校相关负责人参考。

教育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中小学生家长朋友们：

一段时间以来，学生溺水事故频发，多名学生溺亡，令人十分痛心。为有
效防止学生溺水事故发生，教育部已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中小学
校会同学生家长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工作。

暑期即将到来，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
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特别是加强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
游玩时的管理，经常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
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
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让我们携起手
来，共同为确保广大中小学生生命安全、健康成长而努力！

教育部
2012年6月21日

一封预防信2012

2013 年暑假来临时，教育部发
布暑期安全歌，提醒广大中小学生
和家长们，熟记安全歌，确保暑假
安全。2013 年暑假安全歌共 3 篇，
分别为交通篇、居家篇、防溺水篇。

教育部办公厅 2014 年 7 月 14 日就
湖南湘潭幼儿园校车事故发出通报。通
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
园要进一步做好学生暑期安全工作，确
保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
假。

通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
学、幼儿园要以本次事件为戒，举一反

三，立即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一次专项检查，对未取得办学资质的幼儿园要及
时关停；对校车通行路线上的安全隐患要进行整改；对未取得校车使用许可车辆及校
车驾驶资格的人员，要严格依法处理；对使用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接送学
生的，要依法收缴并强制报废；对校车超速、超员、不按许可路线行驶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要依法及时查处。
通报指出，7 月 10 日 17 时许，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乐乐旺幼儿

园一校车在送幼儿回家途中坠入水库，造成 11 人遇难，含 8 名幼儿、
2名随车教师、1名司机，令人十分痛心。

教育部 2015 年 6 月 26 日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各学校做好暑期学生安全工作，
要全力防灾减灾，积极预防学生溺水事
故，切实做好暑期留校和参加校外活动学
生的安全工作，集中开展学生安全教育。

通知提出，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在
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预防和应对自
然灾害，必要时可采取停课、调整考试时

间、提前放假或将学生转移到安全场所上
课等措施，全力保障学生安全，坚决防止
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造成学生群死
群伤事故。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在放假
前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发现危房要立即停
用并做好维修加固工作，严禁使用存在安
全隐患的校舍。

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要把防溺水
宣传教育作为暑期重点工作，多方联动、
多措并举，努力降低溺水事故发生率和学
生溺亡人数。在放假前召开一次防溺水专
题班会，再次强调防溺水“六不”要求，
让学生清楚私自下水玩耍的极端危险性，
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防溺水自救能力。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在
暑假前对全体学生集中开展一次安全教
育，结合当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
了解掌握防交通事故、防拥挤踩踏、防
火、防溺水、防台风、防洪水、防泥石
流、防地震等安全常识，切实提高学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中小学生预防溺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童谣童谣
游泳戏水季节到游泳戏水季节到，，偷偷下水不得了偷偷下水不得了。。
擅自结伴不能保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大人陪护不能少。。
没有救援不要去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陌生水域不可靠。。
盲目施救不可取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六不别忘掉安全六不别忘掉。。

教育部办公厅于 2017 年 6 月印发 《关于教育系统开展 2017 年“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的通知》。

《通知》 要求，2017 年 6 月 5 日起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育系统“安全生产
月”活动。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讲活动。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组织培训班、观看影视录
像和邀请专家专题辅导等形式，推动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安全素
质。开展“6·16”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校内设立宣传咨询日会场，
采取现场答疑、有奖竞猜、播放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师生和家长传播学校安全生
产常识、理念、思路、措施和行为规范。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主要内容为：各地各学校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的要
求，深入开展一次覆盖危险化学品安全、消防安
全、校车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安全、实习实训
安全及特种设备安全等领域安全隐患的全面排
查，并重点检查学校安全责任机制落实情况、安
全管理制度建立和运行情况、设施设备运行维护
情况、安全知识和操作规范培训情况、应急预案
建立情况等方面，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列
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责任落实到
人，切实建立起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防溺水“六不”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
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
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
自下水施救

■
■
■
■
■
■

一支安全歌2013

一份安全通报2014

一则预警通知2018
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确保广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部办公厅 2018 年 5 月印发

预警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预防溺水有关工作要求，切实落实安全责
任，做好安全教育、联防联控和监督检查等工作，有效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预防为主，进一步加强防溺水安全教
育。要结合当地实际，广泛宣传，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要确保防溺水
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切实提高学生避险防灾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通知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综合施策，进一步筑牢防溺水安全防
线。要会同公安、水利、住建、安监、气象等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安全管
控，建立防溺水工作的网格化管理体系。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完善细化溺水应急处置预
案，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常备不懈，确保溺水救援和处置工作高效开展。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强化防溺水监督检查。会同
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分片包干督查机制，建立定期会商、联合整治、相互函告等防溺水

工作督查整治机制，开展经常性的防溺水工作专项督查。健全
溺水伤亡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强化失职渎职问责。

年年过假期年年过假期 安全要牢记安全要牢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强王强

放假期间，什么最重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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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出行心情好，交通规则要记牢。
骑行不与车抢道，走在路上不乱跑。
一看二慢三通过，绿灯再走人行道。
乘车手脑不出窗，公交车上不玩闹。
天热防暑很重要，平平安安乐陶陶。

交通篇
⦾

⦾ ⦾

⦾

家是暑期安乐窝，居家安全有决窍。
防盗防骗少不了，防火防电要做好。
生人敲门动动脑，报警号码得记牢。
火柴烟头虽然小，星火燎原不得了。
电器用完把电断，节能省电平安保。

居家篇
⦾

⦾ ⦾

⦾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
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
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
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
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防溺水篇
⦾

⦾ ⦾

⦾

为积极预防，不断降低学生伤害
事故发生率，上海市教委和市未成年
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中
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36条”。

注意交通安全

1.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
翻越隔离栏。

2.行走或骑车时不看手机、不听
音乐。

3.不在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
4. 未满 12 周岁不骑自行车，不

坐副驾驶座。
5.自觉遵守地铁、公交车乘车规范。
6.乘车系好安全带。

预防溺水事件

7.不在河边、亲水平台、工地水
塘等区域玩耍。

8. 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
品。

9. 不在河道边洗东西、摸螺蛳、
钓鱼虾等。

10. 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
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游泳。

11.不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
12. 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

人帮助，不盲目施救。

关注居家安全

13.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
14. 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

器。
15.不给陌生人开门。
16.不往窗外抛物。
17. 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并注意开

窗通风。
18.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

注意娱乐安全

19. 不去网吧、酒吧以及歌舞娱
乐场所。

20.不沉迷网络和电子游戏。
21. 不玩渲染暴力等不健康网络

游戏。
22. 慎交网友，不与陌生网友见

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23. 不在工地、轨道、高压线等

危险区域玩耍。
24.远离拥挤场所，避免拥挤踩踏。

重视旅行安全

25. 不去尚未开发、开放的景点
旅游。

26.选择正规、信誉好的旅行社旅
游，并签订旅游合同、购买相关保险。

27. 学习、掌握车辆、轮船、飞
机突发意外的自我保护知识和处置常
识。

28. 入住酒店时，及时了解消防
逃生通道，索取酒店联系卡。

29. 不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
不在禁拍处拍照、摄影。

30.了解并尊重旅游地风俗、禁忌。

加强心理安全

31. 多 与 父 母 、 家 人 、 朋 友 沟
通、交流。

32. 多与正直开朗、积极乐观的
朋友交往。

33.多宽容、多鼓励、多微笑。
34. 遇到问题尽力自己解决，同

时学会请他人帮助解决。
35. 遇到挫折不气馁，相信天生

我才必有用。
36. 学会感恩，管理情绪，开心

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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