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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随着全国各地学校开始陆续进入暑假，安全
事故防范这个沉重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漫长的暑假，一向是未成年人安全事故的高发时
段，尤其是溺水，几乎是学校年年教育、家长小心
翼翼、孩子频频受害。旅游走失、阳台窗户坠亡、

入室盗窃和抢劫等事故也防不胜防。6 月 21 日
晚，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公开课“今天，我们怎样
做父母”第三期播出，邀请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
授、博导，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常务理事王大伟教
授和北京华童儿安教育科技中心主任王曼芝两位
嘉宾做客直播间，探讨暑期容易发生哪些安全事
故，有哪些事故是由于家长监护不当造成的，防范
事故发生有哪些基本原则。

每逢暑假,最令家长和老师关切的就是防溺
水,似乎办法想尽、宣传做绝，一些农村学校甚至
不得不釆取老师看守池塘、河渠的死办法。对此，
王大伟说：“暑期儿童意外伤害第一位是溺水，特
别是农村，是每个地方教育局感到最头疼的问题。”
分析原因，王大伟认为，一是平时修路施工挖了好
多大坑，一下雨坑平了，孩子不知道，以为可以蹚过
去，结果一走就掉进去了。再一个就是孩子喜欢
水，平时有老师管，一放假没人管了，天热时常去游
野泳，有的溺水事故还是跳水、潜水造成的。

对于城市里的孩子，王大伟特别强调了音乐
喷泉的风险：“有水有灯光的各种夜景，都可能意
外触电。曾经有三个小朋友在音乐喷泉里出事，
一个死亡两个昏迷，原因就是漏电。不光音乐喷
泉有漏电的危险，很多饭馆门口的水车、水阀也是
带电的，等座的时候小朋友都爱伸手玩水，也非常
危险。”

“所以我从来不让我儿子玩喷泉的水。”王曼
芝补充说，“喷泉不喷水的时候也不要走进去，曾
经有个三四岁的小孩子经过的时候，喷泉突然启
动，水柱一下子就把孩子的肛门喷坏了。”

王大伟认为，防范溺水事故，最主要的还是提

高安全意识：“对环境越熟悉，人的防范意识越
低。比如家门口的音乐喷泉、经常去的饭店，这时
候人的防范意识几乎为零。而不觉得有危险的地
方，恰恰是最危险、最不能大意的。”

王曼芝提到国外的儿童溺水事件并不多，主
要原因是孩子们有很多免费游玩的地方，没必要
去游野泳就能满足玩水的需要：“我们周围给孩子
们玩的安全而免费的地方太有限了，节假日我们
想带孩子出去玩，也只能去收费的游乐场，几乎没
有免费的场所。”

王大伟提到自己 30 多年前在英国留学时的
观察，呼吁城市建设要有“设计抵御意外伤害”的
意识：“我在埃克塞特市念书，注意到他们的河岸
有三个特殊的设计：河岸是自然的 30 度缓坡，很
容易从水里爬上来，而我们的城市河流有好多河
岸是垂直的 90 度，就是奥运冠军下去也上不来；
岸边每 100 米有一个小铁盒，救生圈折叠起来放
在里面，拉出来的瞬间会自动充气，非常方便救
援；30 度缓坡还配有铁链，游泳的人感到疲劳时
可以拉着铁链抓着上岸。”王大伟认为这样的设计
并不需要多大的经费投入，却可以大幅度减少意
外伤害的发生。

溺水伤亡事故为什么防不胜防溺水伤亡事故为什么防不胜防？？

编者按：家有女儿初长成，任何一位
家长或许都是既欣喜又不安的。台湾著名
作家、画家刘墉在女儿面前，也是一位普普
通通的父亲。他对女儿的百般叮咛与牵
挂，也是对每个孩子出行平安的提醒。

没出门就要小心

远游之前最好把已经决定的行程告诉家
人或朋友，包括每个最可能联络到你的地方，
即使你完全不订旅馆，也应该选择几个必定会
经过的处所。

行前复印几份必要的旅行证件和护照，一
份留在家里，一份放在行李中，一份与那些资
料的原件随身携带，但不放在同一地方。钱也
应该分开放在最少两个地方，假设当皮包被
偷、行李遗失或被抢被偷之后，还能有点儿应
急的钱。

旅行要轻，愈轻松就愈自由。行李能带一件
就别带两件。最好随身带个既轻又结实的袋子

（折起来很小很小的材质），必要时用来装东西。
无论你是多么资深的旅行家，在你装箱

时都应该“从头到脚”想一遍，免得你到了机
场，才发现非回家不可。

行李箱或者背包上，如果有开口的口袋，

最好加上结实的扣子，或干脆缝起来。背包、
手提袋边上常有为方便而设置的开口口袋，
会成为走私运毒人“托付”的好地方。

别把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用很大的
字写在行李上，以免歹徒记下来到你家里讹
诈。名条上面的字要写小一点儿，最好使用
那种有盖子的签牌。退一步想，你还应该在
每个行李中的明显处，另外放一张大大的纸
条，写上你的联络方式，这样就算有行李遗
失，名条不见，也能认出那是你的行李。

就算你已经提早拿到登机牌，也最好到
机场时再查看一次登机门的屏幕数据，因为
登机门随时可能改变。

别做大肥羊

如果事先能决定过夜的地方，最起码先
有个方向和目标。目标可以是个青年旅站，
也可以是个民宿，这样就有机会遇到其他的
旅行者，甚至找到伴。

如果你连第一站都没订好，请千万别急着
出机场。你应该先去机场的旅游咨询中心找
资料，并且兑换一些当地货币。但是记住！这
也是你容易被歹徒盯住的时候：来了个一无所
知的大肥羊。所以离开咨询中心后，就算有

“野鸡车”用最吸引人的价钱找你，也别上。宁
可搭人挤人的公共交通，或合法的出租车。

如果到陌生的地方旅行，一定要准备好
详细的地图，而且出门之前先把你打算走的
每条路都弄清楚。因为站在街头东张西望、
再掏出地图猛看街道名称的动作，等于明明
白白地告诉歹徒，你是下手的好对象。

就算你被抢了，也最好别追进黑街、黑
巷。那是他的地盘，别说你找不到他了，只怕
找到反而得倒大霉。所以愈是从观光景点出
来，你愈得继续往热闹的地方去，歹徒跟你一
段路，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机会，就会离开了。

别以为在热闹的街道上走就没问题。最
好身上少带钱，甚至根本不带钱包，而且把中
等和小额的钞票分别放在不同的口袋，使你
在买小东西的时候，不致露出大钞。

人生要设防

你进入酒店房间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查
看门后面贴的房间地图，看清楚防火梯的位
置，知道同楼层的房间形状。记住！你必须
假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找逃生门，所
以要在心里有数，譬如出门右转、摸着墙壁
走，摸过3个房间门口，右边就是防火梯⋯⋯

仔细检查旅馆房间的门锁，可以把杯子或
瓶子放在门把手上，只要有人转动门把手，杯瓶
就会落地，加上你大声问话，八成能把贼吓跑。

你的手提电脑和手机需要充电，如果当地的
插头型号与你的不相容，你又没有事先带转换插
座，就早早向旅馆借（晚了就没了），而且无论下面
的旅途多需要，也得在走时还给旅馆。

重要的东西最好留在房间里的保险箱。
但除非是极高级的旅馆，一般还是保险得有
限，所以贵重物品最好还是别带到旅途。

人在外，健康比什么都重要，除了出发前
该打的疫苗，到落后地区，最好少碰生菜和冷
盘，也要小心没见过的熟食，因为有些会造成
敏感。

旅行多半生活不正常，记住多喝水、多吃
水果，只要有便意，就算在飞机上，也别憋着。

除非你在同一旅馆要停留很多天，你的箱
子应该就是你的抽屉，尽量避免把箱子里的东
西放进旅馆的抽屉。因为多用一个抽屉，就多
一分遗忘的可能。离开旅店时，就算是夜晚或
凌晨，你也得把窗帘拉开来检查。离开时一定
得把房门锁好，将钥匙还给柜台，以免有人溜
进房间，偷走冰箱里的酒水点心或其他贵重的
东西，却把账算到你头上。

（选编自编刘墉《人生百忌》接力出版社）

一位父亲给女儿的安全叮咛一位父亲给女儿的安全叮咛
刘墉

5 月 31 日，常州一个 13 岁男孩独
自在家时客厅失火，男孩立刻躲进卫生
间，把门关上，打开淋浴，对准门缝喷
水，然后从卫生间窗户往楼下扔东西，
呼救求助。网友纷纷点赞这孩子“教科
书般的紧急自救”。

暑期很多孩子会独自在家，王大
伟提及中午12点时治安和刑事案件会
有小幅上扬，“有时候整幢大楼一个大
人都没有，犯罪分子往往会趁机入室
抢劫盗窃，甚至升级为人身伤害。其
中 60%的作案者是熟人，所以父母要
告诉孩子谁敲门都不应答”。

王曼芝认为，孩子 3 岁以后，随着
活动范围的增大，除了居家环境，其他
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也会增大，“所以
孩子放暑假独自在家，我们会教他们掌
握王大伟总结的十大技能，比如平安童
谣‘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
问路送奶查电表，决不开门我当家’”。

王大伟补充说，如果有人敲门，第
一要欺骗，比如说“我爸待会儿就回来
了”；第二要逃跑，如果门被打开，就推
开来人往外跑，跑到楼道就安全了；第
三是不看，教孩子说“叔叔我刚才没有
看你的脸”。“看脸容易导致危险升级，
如果是熟人绑架，很多情况下会撕票。”

暑期也是孩子容易受到性侵害的
时段。王曼芝给家有女孩的父母建议
说，夏天不要穿太少，裙子不要太

短，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上幼儿园
之前，男孩女孩都应该学会小熊操：

“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
里面不许别人摸，男孩女孩都要知
道。”简单的几句童谣，就能帮孩子记
住基本的知识点。

一旦发生溺水，在专业救援人士
到来之前，家长应该怎么办？王曼芝
说：“要抓住 4 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
让孩子侧躺，清理嘴里的泥沙。但有
些家长的错误做法，反而延误了最佳
抢救时机。”王曼芝指出老百姓常用的
倒挂孩子和掐人中这两个方法都不可
取，反而会对孩子造成新的伤害。

王大伟说自己有锁门以后又回去检
查水、电、煤气的“强迫症”，还真的防止
了两次失火的发生。他幽默地说：“强迫
症是个好习惯，安全无小事，安防、技防
都比不上心防。”他提醒家长从幼儿园把
孩子接回来以后，可以让孩子在前面走，
家长在后面跟着，走几趟就认识回家的
路了。“熟悉回家的路，在生活中教安全
意识，比学习逃生技能重要。”

说到男孩女孩面临的不同风险，王
大伟强调男孩在学前年龄段被伤害的
危险大于女孩，男孩最大的危险是走
失、是被拐卖。“女孩听话，是小棉袄，男
孩是小野马，尤其必须一对一看护。”所
以，王大伟要求学龄前儿童“只要在公
共场所就一定要拉住大人的手”。

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自护自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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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4岁儿子在妈妈身后几米远的水中挣扎了3
分钟后溺亡，妈妈在咫尺之远埋头看手机。”“爸爸
下车后一直低头玩手机，3 岁的儿子自己打开车
门跑向马路对面，被疾驰而来的货车卷入车轮。”

“妈妈在房间玩手机时，1 岁多的女婴走进卫生间
玩水，掉进水桶里溺亡。”“6 岁女童不慎从手扶电
梯失足坠下致死，母亲当时手里拨弄着手机。”“2
岁男孩站立不稳掉进滚烫的开水锅中，当时他的
爸妈正在玩手机。”⋯⋯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故
中，手机仿佛成为夺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杀手。

一项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牵头的儿童伤害事
故调查发现，留守儿童遇溺的可能性是有父母照
顾的儿童的 12 倍。而儿童安全联盟的调查数据
表明，在亚洲中低收入国家，遇溺身亡4岁以下
的儿童八成是在离家不足20米的地方。

王大伟特别提到去年暑假期间，北京的一对8
岁的双胞胎姐妹随母亲到青岛海滩游玩时，母亲坐
在沙滩上边看手机边看孩子，双胞胎在离她数米远
的地方和其他孩子一起挖沙子。“这个母亲发了个朋
友圈之后，再抬头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所以他强烈
呼吁家长带孩子游玩的时候不要开手机，至少要把
手机放兜里不拿出来，“带孩子玩的这两个小时能不
能忍住手机依赖，能不能为了孩子克服一下？”

除了靠家长个人的注意力保护孩子的安全，
王大伟还建议全社会都要达成一些共识，形成社
会支持系统：“比如早上 7 点半到 8 点半送孩子、

下午 4 点半到 5 点半接孩子的时段里，不要给家
长打电话。真有急事，也要等到过了这两个时
段。”王大伟举例说，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车辆极
多，电话一响，家长掏手机接电话一分心，孩子可
能就有危险，要养成不打扰家长的好习惯。

带孩子的时候家长必须时刻紧盯着孩子吗？
“不是盯着孩子就不会出事，家长的注意力也有
限，重要的是家长带孩子出去至少要一对一，能
有两个大人带一个孩子就更好。”王大伟就遇到
一个独自带 3 个孩子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妈妈，

“孩子没丢，手机丢了”。
家中失火如何逃生？王大伟用“杯子定律”强

调更重要的是防范而不是逃生。他把桌上的杯子
移到桌边，打比方说：“我们轻轻一碰这杯水，杯子
就会掉到地上摔碎，这个过程只有一秒钟。儿童
安全教育的重点不要放在这一秒钟里能做点什
么，重点应该是把杯子从桌边拿回来放到安全的
地方。”能怎么办呢？比如，“火灾逃生弯腰捂嘴往
出逃，但是一逃就知道很难逃出去，怎么办？”

王大伟坦诚地说，他参加了一次消防演练，
有大毛巾，有一大瓶水可以淋湿毛巾，“但眼睛
被烟气刺激得根本睁不开，一下子颠覆了我教了
30年的逃生建议”。常年从事一线安全教育工作
的王曼芝非常认同安全教育的关键是防范，“比
如不让孩子玩火，学龄前孩子不让进厨房，大一
些的孩子要教会他如何用刀、用火”。

哪些安全事故与家长监护不当有关？

●
暑期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暑期儿童安全事故高发

家长如家长如何防范何防范
本报记者 杨咏梅

3—4岁：孩子的活动范围扩大，
可以跑得很快并喜欢独立地去发现更
多的新奇事物。他们喜欢练习走楼
梯，在小区的院子里玩，还能学骑车，
可能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独自玩耍，
但对危险全然不知，需要你时刻看护。

割伤预防：
1.孩子已能熟练地打开关闭着的

房门和抽屉，家中带尖头的用具和珍
珠项链、笔帽等小件物品，要放在上锁
的抽屉中或是幼儿不易拿到之处。2.
在厨房做菜时，尽可能关上门，不要让
孩子进入厨房。使用榨汁机等电器时
成人不离开，离开时关上电源。3. 家
中低的桌子如茶几等，四边应为圆角，
特别是玻璃的桌子。4.为孩子挑选玩
具时，要注意玩具的边角是否锐利。
给孩子准备专用的儿童剪刀。

跌落预防：
1. 孩子已能在游乐场中放手玩了，

一定要带幼儿玩适合他年龄的游乐器
具，并在适合的地面上玩。2. 沙发、凳
子等不要放在窗口下面。在一楼以上
的窗户装上护栏。3.保证家具是牢固
地靠墙而立，带有尖角的家具可能伤
害孩子。如果孩子有严重跌伤，或跌
落后行为不正常，立即上医院。

烧烫伤预防:
1.打火机一定要放在孩子拿不到的

地方，成人不使用煤气时要关掉总开
关。2.任何热的食物，不要放在低矮的桌
子上以及桌子的边缘。3.在厨房做饭时，
不要让幼儿进入。不要把电热锅、电饭煲
放在地上。4.给幼儿洗澡时，一定先放冷
水。如果孩子被热水烫伤，立即用冷水
冲，或把烫伤的部位直接放在冷水中浸几
分钟，帮助降温，然后用干的绷带或布轻
轻盖在烫伤的部位，带着幼儿去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和治疗。

中毒预防:
1. 药瓶、化妆品和化学品要放在孩

子拿不到的地方或上锁的抽屉中。2.
任何饮料瓶不要放化学品，放在地上的
杀鼠药或类似杀虫药等不建议在家使
用。3.给孩子服用药物时，要仔细阅读
说明书，并按医嘱服用。4.在厨房装上煤气泄漏探测器。

溺水预防:
1. 孩子在泳池中嬉戏，为他准备高质量的救生衣。

2.在水中，一定要让孩子在你一臂能及的距离，一刻也不
能离开他。3.两厘米左右深的水也有可能使一个幼儿溺
水，只需两分钟，幼儿就可能在水中失去知觉。学会心肺
复苏的方法，将有可能挽救溺水幼儿的生命。

汽车伤害预防:
1. 不要让孩子在车道上玩耍。2. 开车前，检查车前

车后有没有孩子。3. 在车上时，让孩子使用儿童汽车座
椅。4. 千万不要把婴幼儿放置在带有安全气囊的汽车前
座。5.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中。

5—6岁：孩子最渴望户外活动，能走到离家很远的
地方去，还可以独自和小伙伴玩，但还不能完全了解过马
路、骑车的危险，对速度和方向的判断能力还没有成熟，
也很难主动躲避一些障碍。

骑车和道路交通安全：
1. 确保孩子在骑车和轮滑运动前正确佩戴安全头

盔。2.给孩子选择合适的车型，孩子坐在座椅上、双手握
着车把的同时，必须双脚也能够得着地。3. 告诉孩子不
要独自穿过马路，过马路前一定要先停下，这是一个简单而
重要的规则。4.教导孩子不要在汽车后面玩耍。

跌落预防：
1.在孩子玩游乐场中的器具时，与他讨论一下相关的安全

知识，如滑梯不能倒爬上去，在游乐器械上不推前排的小朋友。
2.注意游乐场地的安全和游乐器械与孩子的年龄是否匹配。

烧烫伤预防：
1.与孩子一起讨论家里的逃生计划以及紧急时重要

的联系人电话。2. 孩子现在时刻可能进入厨房，并伸出
小手来帮你，可是却可能帮了倒忙。3. 炉子上和桌上的
锅的手柄要向内，不要向外，以预防幼儿伸手取。

溺水预防：
1.可以教孩子游泳了，但即使孩子学会了游泳，也不要

让他单独下水。2.教导孩子除非有成人监护，否则不要在开
放性水域附近玩耍，更不要让孩子在运河或者流速快的水域
游泳。3.教导孩子要在大人的指导下潜水，自己不能单独
潜水。4.当孩子坐在小船上时，确保孩子正确穿着救生衣。

7—9岁：孩子还不善于判断车辆的声响，对距离和
速度没有概念。他们的眼、手及身体的协调能力仍在发
展中，对身外事件的及时反应还很不健全，还没有预测障
碍和及时避免危险的能力。

道路交通安全：
1. 孩子可能会单独上街，教导孩子关于机动车的知

识，如车灯对行人的意义等。2.教导孩子过马路时要“左
看—右看—再左看”。3.坚持让孩子坐在汽车的后座，并
用儿童汽车座椅。4. 时刻提醒孩子关于骑车的安全问
题，要留心观察，告知正确的行为。

跌落预防：
1. 给孩子准备好运动用的护具，如头盔等。2. 事先

检查孩子运动的场地，确保安全。3. 教孩子在运动中保
护自己，不伤害别人。4. 窗台仍是危险地，告诉孩子关
于窗台的安全。

烧烫伤预防：
1.与孩子讨论关于火灾预防的措施，熟悉家庭逃生路

线。2.让孩子了解蒸汽的危险，教导他有关从微波炉中取
食品的方法。3.在家中不建议吸烟，因为许多火灾是没有
熄灭的烟头引发的。4.不让孩子单独玩烟花爆竹。

溺水预防：
1.在泳池游泳时，仍需时刻与孩子在一起，教导孩

子不要单独下水。2. 教导孩子要在大人的指导下潜水，
自己不能单独潜水。

中毒预防：
1.孩子在外吃东西的机会增多，教导孩子吃了东西

不舒服时，要及时告诉你。2.药品或化学品要放在不常
看到的地方。任何饮料瓶不要放洗涤剂等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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