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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夜话

2 月 27 日，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发生一起校园踩踏事故，造成 4 名学生死亡，7 名学生受伤。整个城市陷入悲痛和惋惜之中。这样的恶性校
园安全事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它为所有教育工作者敲响了警钟———面对校园安全，我们该怎么做？ 3 月 1 日晚，网友们就这一话题展开了在线交流。

做点实在事
□ 王家成

让学生自导自演
□ 徐天海

□ 张 昆 整理

打造“安全”校园
我校去年也曾进行过一次安全逃生演练。 看到关于秦集小学踩踏事

故的报道后，我蓦然惊醒，深感后怕！ 那种防控严密、做了充分预案的逃生
演习，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能培养学生的实际应变能力吗？

组织逃生演练，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如地震、火灾、严重的校园伤
害事故等，而不是为了形式上的好看或应付上级检查。 校园“突发事件”
一旦降临，在教师缺位的情况下，孩子们还能镇定自若，不惊慌失措、拥
挤踩踏吗？ 我不敢给出肯定的答案。 所以我建议，今后各级学校在组织
安全逃生演练时，请让学生们自导自演！

不妨让学生自己推选 “演习总指挥”、“演习总导演”、“演习调度
员”、“楼层分指挥”等“临时负责人”，鼓励学生轮流担任。 演习要模拟真
实场景，请教师走开，让每一个学生，在没有老师面对面监管和直接组
织的情况下，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是否是
整篇乐章中的一个和谐音符。 我想，这样才是真正有实用意义的安全逃
生演练。

学校安全工作，最关键的不是外部保护，而是要增强学生的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而这恰恰又是我们平常最容易忽视的一点。 众
所周知，教师不可能和学生做到形影不离，与其让学校和教师过多地
替学生包办和筹划好一切，倒不如放开学生手脚，给孩子们更大的安
全教育空间。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流水中学）

秦集小学发生的踩踏事件，实在令人痛心。面对这令人痛心的教训，
作为一名班主任，此时应该做点什么呢？

一、事发当天的晚自习，我把这起恶性校园安全事故的经过，在全班
做了通报，再次宣讲了学校制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特别是针对类似的公共
场所聚众拥挤引起的踩踏事故，引导学生进行具体讨论，归纳了 3 点应对
方法：1. 发现人流向自己涌来时，马上回避一旁。 注意不要奔跑，以防摔
倒。 2. 若附近有民居、商店等房屋，可暂避一时，切不可逆人流而行，以防
被撞倒。 再如有可能，尽量先抓住树木、路灯柱一类的坚固东西，而后寻找
机会沉着、迅速地离开。3. 若一时暂无避所，应先站稳保持重心，即使鞋子
被踩掉也不要弯腰去捡，否则会被挤倒遭踩踏。

二、给自己手机设置了每日提醒，内容是：“学生安全大似天，今天真心
关注了吗？ ”努力用实际行动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时刻做学生安全的有心
人。 同时，我同班干部商定：以后每个班会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个安全
讨论话题，拿出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全班讨论总结出几条应对措施。适时培
养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使孩子面对危险能“处变不惊”。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龙头中学）

每日一点评，警钟方长鸣
□ 王 辉

给生命筑起安全“防火墙”
□ 冯利平

安全乐曲常提醒
“安全教育实枯燥，变变形式很重要。 ”面对安全教育形式

单一、内容枯燥的情况，学校突破常规，组织教师自编了《安全
教育三字经》，要求全校学生利用课前 5 分钟诵读。 这本小册子
包括， 遇到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时该如何逃生自救等知识，每
则 3 字短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 与
此同时，在诵读《三字经》的基础上，学生还自编情景短剧、快
板、评书、三句半；音乐老师为其谱乐，教学生传唱，编成校园铃
声在课前、课间播放。

于是，每天下午放学最后一分钟，操场上的大喇叭就会准
时响起“安全教育三字经铃声”：“同学们，放学时间到了，回家
路上请注意骑车安全哟， 时刻牢记安全三字经———骑单车，有
规定；机动道，不得进；上公路，靠右行；穿马路，注意停……”伴
随着悦耳的铃声，学生们边唱边有秩序地走出校门。

生存教育进课程
教育应该是先有生命而后有教育，有了生命教育才有生存

教育。 学校把生存教育课排进了总课程表，并定时、定课、定班
级、定教师开班授课，内容涉及防火与逃生，防课间集会拥挤踩
踏，防溺水、触电与遇险后自救等几十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生存
知识和自救技能教育。

技能传授重实践
在生存教育课中教授火灾逃生时， 除了要教会学生弯腰、

捂鼻、选择逃生路线、逃生方向等基本逃生知识，更要教会每位
学生熟练使用灭火器，亲身体验近距离灭火。 学生由原来对灭
火器的畏惧到熟悉，由先前的不熟练到精通，不但学到了灭火
器使用的知识，还可以把知识带回家教给父母。

在教授学生防触电、防溺水时，教师把急救课搬进课堂，从
学生的操作手形、姿势、时间、用力程度等各个环节认真细致地
讲解，并让每一位学生亲身体验直到掌握为止。 为了做好防溺
水工作，学校还把课堂搬到了体育馆的游泳池里，聘请专业游
泳教练对学生进行游泳安全知识的专业技能训练，真正做到了
防溺水治本的目的。

生命是脆弱的，期待通过生存教育，使学生个性变得丰富
而舒展；通过生存教育，使人格变得正直而强健；通过生存教
育，为我们的孩子筑起一道生命的安全“防火墙”。

（作者单位系浙江玉环县城关二中）

演练要“眼中有人”
□ 牛福萍

安全教育也需“操练”
□ 毛林英

秦集小学踩踏事故发生之后，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不可谓不重 ，
6 名领导干部就地免职 ，两名学校负责人行政撤职 ，责任人全部移送
司法机关， 算是告慰那些过早离世的生命 ， 亦是对玩忽职守者的提
醒。 在考虑如何避免下次事故的时候，我认为，每日一点评的实际效
果比较好。

我们学校每天都利用课间操这个全体师生集合在一起的时间，让值
日教师对校园情况进行及时的点评和教育。 比如，曾有学生在人多的地
方狂奔、下楼梯时推挤、有学生带危险物品进入校园等现象，都被及时指
出。 如果某些现象经过一次提醒仍没有改变，则在第二天的点评中继续
指出，直至消失。

每日一点评的效果立竿见影，因为讲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占用时
间虽然不长却能积少成多，提升全体师生的忧患意识。

秦集小学踩踏事故的发生，是因为教师未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
采取相应化解措施；教师未能在平时的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公共安全意
识，教会孩子面对危险“处变不惊”；教师未能落实安全制度，及时到岗
到位。 如果之前有短板就被提醒，被补全，该事故也完全可以避免。 所
以，在构筑校园安全网的工作上，不妨试试每日一点评，短板及时补，
警钟常长鸣。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梓山完小）

一谈到安全教育，大多数教师喜欢在口头上对学生“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却经常忽视他们的心理特点———形象思维占优势。 因
此，如果教师只是一味地口头教导的话，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
育效果。 如果我们将每一个安全事项都一一操练，让学生具体形象
地明了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话，效果会好得多。

每个开学初，班主任应该观察班级和学校环境，将安全隐患一
一列举，并制定相应操练措施和管理措施，在学生入校的第一天就
进行实施。 我班学生进行的安全操练内容有：

1. 上下楼梯训练。 全班学生统一在楼前排队，依次进入楼道靠
右行走。 这样反复训练几次，使每个孩子都明白如何上下楼梯，而且
记忆深刻。 为了加强监督，班上的楼梯安全监督员一到课间就会站
在楼梯口监督。

2. 出入教室训练。 出入教室看似事情很小，但如果所有学生都
向一个门口挤的话，很容易出现拥堵，为此，我们将学生分成两部
分：前五排学生走前门，后五排学生走后门，这样就缓解了出入的压
力，使教室门口保持畅通。

3. 搬挪凳子训练。 每天打扫卫生搬放凳子的时候，总有些孩子
毛手毛脚、将凳子放得歪歪扭扭的，比较危险。 为此我们专门制定了
凳子搬挪的要求：“一牢抓，二轻放，三查看，四摆正。 ”按照这四个步
骤进行训练后，学生能够规规矩矩地摆放凳子，无疑消除了一些安
全隐患。

4. 走廊安全训练。 走廊的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孩子打打闹闹
就显得更拥挤，为此，我们特别制定走廊安全要求，并编成《走廊安
全三字歌》，推选出走廊安全监督员，每个课间都会在走廊里督促大
家按照要求行事。

安全无小事，教师须心细。 班主任要时刻留意校园变化和学生
行为，有的放矢地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操练，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
学生人身安全。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以前工作的学校每学期都会进行消防演练， 在汶川地震发
生之后，考虑到学校地处长白山区，有可能发生地震，学校又加
入了防震演练。

还记得第一次演练的警报响起后， 三年级一班的一名学生
刚刚跑到教室门口就摔倒在地，同学去扶他，他却站不起来。 班
长和另外一名学生迅速地将其扶到一边， 避免了拥挤与踩踏事
故的发生。事后，这孩子说：“当时不是不想跑，而是太害怕了，根
本站不起来。 ”

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了更深入的思考， 如果再出现这种情
况，能不能保证所有班级的学生，都能这样冷静地处理？ 于是学
校决定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后来，这个孩子的表现越来越好，用
他自己的话说，再也不害怕了，脑中也不再是一片空白，而是有
了路线图，能够迅速按要求去做。

即使没有火灾与地震发生， 学校也年年演练， 次次认真对
待，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使得整体演练情况更趋于规范、更加真
实。也使全校师生牢牢树立起防火防震的意识，把逃生的方法与
路径烂熟于心。

前不久，朝鲜进行的核试验引发了吉林的强烈震感。事发突
然，政教主任立刻利用广播通知：“全体学生马上撤离教室！ ”一
分多钟的时间内，学生全部安全撤离了教学楼。接下来的两次余
震让我们感受到了地震的威力， 也深刻意识到平时的演练有多
么重要。

眼中有“人”，就会将学生的安危系于心上，安全教育就不会
口号响亮，行动疲软。 将安全教育与行动有机结合，才能杜绝各
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图们市第一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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