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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守护孩子的暑假安全？
暑假陆续来了，孩子

们迎来了快乐时光。然而
近年来，孩子们暑期遭遇
溺水、火灾、交通事故等时
有发生，为暑期安全敲响
了警钟。“如何保障孩子们
的暑期安全？”记者近日就
此进行了调查。

学校紧绷安全教育弦

“每年有近2万名儿童
死于溺水事故，而这些溺
水事故多发生在校外，幼
儿年幼无法自救，因此家
长做好防范工作十分重要
……”7月4日，在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第一幼儿园，呼
和浩特市游泳救生协会的
教练为即将放假的小朋友
和家长以及老师上了一堂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
安全教育课。

新城区第一幼儿园的
马培静主任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为提高幼儿的安
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有效杜绝幼儿溺水事故的
发生，幼儿园特别开展了
系列防溺水宣传教育活
动，除了精心制作防溺水
知识视频，向家长转发宣
传，各班教师还根据幼儿
年龄特点，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教育教学活动，通过
提问、贴标识、判断正误、
情景表演、亲身体验等形
式，引导幼儿学习掌握防
溺水的安全知识。

临近暑假，春蕾第一
小学的班主任在家长微信
群里发出“致家长的一封
信”，特别强调家长要在暑
期注意孩子的人身安全问
题。在副校长王志军的记
忆里，这样的信几乎每年
寒暑假都会给家长写一
封。
“为了让孩子能够度

过一个安全而有意义的暑
假，我们经过近几年的教
学改革，把书本式的暑假
作业改为实践作业，要求
学生利用暑假做一些市场
调查，或者体验当一名小
小售货员，或者参加‘淘宝
节’，从小培养他们的财
商，买需要的，不买想要
的。让学生通过外出旅行
或者学习传统文化等多种
多样的实践形式，把这些
经历和心得体会做成手抄
报作为作业交给班主任，
学校会从中选择优秀作品
进行展览。”王志军说，实
践作业的最大好处是减轻

了孩子的课业负担，同时
增加了孩子的动手动脑能
力，让孩子在实践的过程
中无形有了单位管理，为
人身安全增加了保障。

课外班成托管首选

最近几天，呼和浩特
市民张建军正在忙着为刚
放暑假的女儿找补习班，
“没办法，我和爱人工作
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双方
父母也都年纪大了，行动
不便。只能找个补习班，让
女儿在假期充充电，也省
得我们担心她假期到处乱
跑。”7月5日，张建军无奈
的告诉记者。他的女儿在
赛罕区锡林路小学读书，
学习成绩还可以，所谓补
习，纯粹是为了找个地方
托管。

无独有偶，呼和浩特
市民刘文忠的女儿在光华
街小学读四年级，孩子还
未放暑假，刘文忠就已经
拟好了一份假期安排表：
夏令营+补习班＋兴趣班，
希望借助相关机构对孩子
加强管理，保障孩子的暑
期安全。“爱玩是孩子的天
性，作为家长，在督促孩子
有计划地完成暑假作业的
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安排
孩子的娱乐时间，例如参
加夏令营，多和同龄的孩
子一起玩耍。至于补习班
和兴趣班，我会征求孩子
的意见，尽量让她做感兴
趣的事。”刘文忠对记者
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像张建军、刘文忠一样，不
少家长因为是双职工的缘
故，上班忙起来无暇顾及
孩子，只能选择为孩子报
名参加各种补习班、兴趣
班，解决孩子的看管问题。

春蕾第一小学副校长
王志军则明确反对学生利
用假期去补习。在他看来，
假期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宝
贵，有些知识不一定要通
过课本才能学习，实践才
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把课
堂搬向社会，通过亲身体
验，动手动脑，才能掌握更
多的知识。“过去教科书是
孩子们的世界，现在世界
是孩子们的教科书。”王志
军说。

学生大多数安全意识

差

7月7日，记者驱车沿
着小黑河一路向东，发现
沿河两岸每隔几十米就立
着一块警示标志牌：“水深
危险！”“严禁戏水、游泳！”
不过，尽管有警示标志，在
沿岸仍然看到三三两两的
家长带着孩子在岸边垂
钓。

记者驱车沿着河道一
路向东到了大青山脚下的
哈拉沁沟，这里是户外运
动爱好者的天地。山间正
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云雾
缭绕，流水潺潺。尽管天公
不作美，沿岸仍然有不少
市民扎着帐篷，三五一群
聚集在岸边嬉戏，其中很
多是带着孩子的家长。记
者沿着哈拉沁沟继续前
行，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便
到了哈拉沁水库。

齐达赖多年前承包了
哈拉沁水库搞养殖，每逢
夏季，他会在水库沿岸增
加几位巡河人员。“别说孩
子了，家长们的安全意识
也特别差，有时候巡河人
员禁止他们去水库边嬉
戏，一些家长还不理解，经
常和巡河人员发生争执。”
齐达赖说。

除了哈拉沁沟和哈拉
沁水库一带，和林县的浑
河也深受自驾游市民的热
捧。浑河贯穿和林县境内6
个乡75公里，是和林县流
量最大的一条河流，盛夏
时节，两岸青山叠翠，河内
波光粼粼，是一处不可多
得的好去处。呼和浩特市
北极星户外运动俱乐部领
队“大个”常常活跃在浑河
一带。“见山就爬，见河就
下”是学生一族给他最深
刻的印象。“每年暑期，不
少家长就会利用周末带着
孩子近郊游，跟着户外群
出游是最常见的方式，他
们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意

识，装备也非常随便，一些
爱美的女生甚至会穿着松
糕鞋去登山，擦伤、崴脚是
常有的事。”“大个”表示，
暑期山间气候变幻莫测，
建议家长们切勿掉以轻
心，露营的时候要尽量远
离河谷。

事故频发敲响警钟

2016年7月26日，呼和
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后
本滩村，两名男孩在村里
的河道游泳时不幸溺亡，
一个10岁，一个12岁。2017
年5月20日下午，赛罕区黄

合少镇美岱村一名16岁男
孩在河槽内游泳时溺水身
亡……记者采访中了解
到，每年暑期，类似这样的
事故频频见诸媒体，也为
市民敲响了暑期安全警
钟。

7月6日上午，内蒙古
民间户外救援协会办公
室，秘书长阿拉腾正在整
理来自全区各盟市分队上
报的救援汇总情况。“暑期
是学生事故高发期，6月以
来，内蒙古沙漠救援大队
已经参与了3起沙漠走失
的救援行动，全部都是穿
越沙漠的大学生。”阿拉腾
对记者说，一些大学生放

假后，在没有事先考察天
气和自身体力因素等情况
下就盲目穿越沙漠，很容
易迷失，所幸都没有造成
伤亡事故。

对于暑期学生事故频
发的情况，玉泉区小黑河
派出所教导员王治国也深
有感触：“最近几年，暑期
学生溺亡事件屡有发生，
尤其在农村、城乡结合部，
一些孩子结伴去河道、荒
滩水域玩耍，他们不知道
水的深浅，一旦进去随时
有可能发生意外。对此，提
醒家长们切不可放松对孩
子安全意识的教育，要提

醒孩子远离危险水域，游
泳应当选择有人看管的游
泳场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交
管四中队民警武占伟也表
示，暑期很多孩子没有家
长看管，独自或者结伴出
去玩耍，往往会快速横穿
马路，很容易造成交通事
故。“对于小学生们，由于
自控能力较差，出行不要
选择单车、电动车，以防发
生意外。而利用假期外出
旅行的青少年，一定要选
择出租车、公交车等正规
的公共交通工具，切不可
为了节省费用打黑车，给
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

家长做好第一监护人

“在校期间，学校对学
生安全负有第一责任，在
暑假期间，家长要负起第
一监护人的责任，要做好
表率，拒绝做手机不离手
的低头族。”7月6日，自治
区教育厅办公室调研员于
傲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学生的暑期安全问题
是教育部门工作的重中之
重，早在暑假前夕，教育厅
就针对各大中院校以及中
小学生进行了各项安全工
作的部署，要求各个学校
针对全校师生以及家长进
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
并且从校长到班主任到学
生家长，落实到位，严格安
全责任制，增强学生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

于傲强强调，广大家
长要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
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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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孩子
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
力。切勿让孩子私自到江
河、水库等无安全设施、无
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戏
水。一旦发生危险，不熟悉
水性的学生千万不要擅自
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
盲目施救，以免发生次生
灾害。同时，家长们要严禁
未成年子女进入网吧、营
业性歌舞厅和游戏机房观
看、阅读、浏览不健康影
视、书报和不良网站。要注
意饮食卫生，不食不洁、霉
变食品，避免引起食物中
毒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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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河沿岸的警示标志

王志军介绍往年学生的暑期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