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教子

我们无法预测灾难

何时发生! 但可以通过

安全教育! 让中小学生

在危难发生时! 有效减

灾避灾!做到自救" 而目

前! 安全教育特别是灾

害教育仍是不少学校的

薄弱环节!缺少科学#系

统的课堂教育及相应的

实践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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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在地震中闪光

防震警报突然拉响!!

!

月
"#

日下午
$

点
$%

分! 群山环

抱的灵宝市寺河乡中心学校" 防震警报

突然拉响#

正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在老师组织

下!迅速打开门窗!冲出教室!疏散到教

学楼前的空旷地或操场等指定安全地

点" 二$三楼的学生迅速护眼$护头$卧

倒或蹲在课桌下$墙角旁紧急避震"

$

点

$"

分!得到疏散信号后!避震的同学在

教师有序组织下!迅速打开门窗冲出教

学楼!疏散到指定的安全地点"

$

点
$&

分!各班迅速清点疏散人数!

报告失踪学生" 此间!六%

#

&班报告!该班

男生张云飞%化名&失踪!七%

#

&班报告该

班男生齐富贵%化名&失踪' 指挥长$寺河

乡中心校校长郭晓伟立刻命令搜救队进

行搜救" 火速赶到教学楼的搜救队搜救

成功后!指挥长下令立即救护"

$

点
$'

分!担架上的齐富贵经救护

人员简单处理后!救护车一路鸣笛呼啸

着向医院驶去" 指挥长随即下令(警报

解除!演练结束)

这是寺河乡中心校为提高师生防震

避险意识$增强师生紧急避险能力而搞的

一次集中演练"全校
'%%

名师生和乡派出

所$卫生院的部分人员参与了这一活动"

需要直面的重要课题

据教育部
"%%!

年发布的 *幼儿

园 +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管理调查报

告 ,显示 (我国中小学安全教育资源

普遍缺乏!时间不足$预防演习少) 近

六成教师报告 !每学期对学生开展主

题安全教育的时间累计在
#%

课时以

下 -不到四成教师及五成五左右的学

生报告 !学校从未开展过预防灾害的

演习活动)

有关部门曾专项调查
(!#%

岁的学

龄儿童!其中
'%"

的孩子回答不上 .什

么叫生存/-当问及0如果你遇到洪水+

火灾+ 地震! 大人又不在身边时怎么

办1!0拼命跑1+0喊救命1是孩子们普遍

的回答)

据了解!相当一部分学校在常规的

安全教育方面!如防电+防火+防盗等抓

得较紧!而像冰冻+地震%海啸&+火山+

龙卷风+洪涝+泥石流+雷电等自然灾害

教育则显得比较单薄)

据报载!

"%%!

年!受江西地震影响!

湖北东部一些县市的学校出现学生拥

挤踩踏事故!造成
('

名学生受伤!其中

重伤
##

人) 不难想象当时学生的惊慌

失措景象!这种混乱的危害也许比真正

的灾害更可怕)

有关人士指出! 对一个社会来说!

安全教育最重要的环节在学校!特别是

中小学时期!因为成人之后很难有机会

再接受系统的安全教育) 所以!最好的

防灾减灾和灾害救援工作!就是加强公

共安全教育!尤其是建立中小学公共安

全教育体系) 如何教育广大中小学生科

学认识其发生+发展及尽可能减小所造

成的危害!应该是广大中小学面临的一

个重要课题)

一所学校的探索之路

0学会求知+创新+生存!做人!是我校

的办学理念1!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校长李

克宏说) 0但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生存

是基础+是前提)而培养学生生存能力+增

强安全防护意识!提高生存本领和生命质

量!则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1

"%%&

年秋!该校历时一年!编写了一

套
)

册*生存教育,校本系列实验教材)

内容包括校内活动+ 校外活动+ 心理健

康+养成教育+防范侵害及自然灾害防范

等方面) 并涉及了应对突发事件+自我保

护+自我救助+灾害防范+求救知识+户外

生存+卫生防疫+心理健康等内容)

0由于中小学阶段的生存教育教材

在全国范围内尚无范本!一切编写工作都

从零开始1!李克宏介绍说)为编好这套教

材!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知识结构!编写

组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收集资料!精心

谋划+字斟句酌+仔细整理) 按照循序渐

进+深入浅出的方式!采用分年级分学期

进行!既体现了生存教育的系统性与科学

性!又突出了趣味性和针对性) 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看到

此书后!兴奋地对李克宏说(0你给全国小

学生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据我所知!

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套2 1

"%%$

年秋!该校将*生存教育,作为

校本课程投入使用!每班每周一节' 通过

一年实验!学生安全意识明显增强!防护

能力有了明显提高333尤让学校欣慰的

是! 学生还有意识地对家长进行安全教

育'

"%%!

年
'

月!经进一步修订完善!该

套教材由河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

全国发行' 省内外很多学校获悉后!纷纷

来电来函索要书籍'

应立即普及灾害教育

0作为弱势群体的少年儿童!其幸

福成长的基础系于安全教育! 其安全意

识及安全防护+自救逃生的能力强弱!从

一定意义上讲!是其一生快乐工作+幸福

生活的必备素质' 1三门峡市教育局副局

长金锐说' 0安全教育包括灾害教育是学

校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教育界应

该以汶川大地震为警钟! 对以前的工作

进行深入的反思!以求改进' 1

0一方面是天天强调安全工作!另

一方面安全工作却仍存在不少问题' 归

根结底!如果去除突发性因素!安全教

育落后+安全意识弱化+安全知识缺乏+

安全防护能力不足!仍是影响广大中小

学生生命安全的主要问题!因而灾害教

育要常抓不懈1! 灵宝市教体局普教科

科长张民生这样分析'

李克宏说!每年
&

月有全国中小学

交通安全宣传日!每年的
*

月被定为全

国安全教育月! 而且每年都有一个主

题!且还要层层签订责任书' 但这些都

是静态性的!同时也是被动的' 真正要

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 培养防护能

力!还要靠平时的安全教育!还需要课

堂教育这一平台' 只有这样!才能使学

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进而转化为个

人的安全素养'

"%%(

年
"

月
(

日!教育部在已有*未

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

办法,及*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

案,的情况下!又发布了*中小学公共安全

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按小学低%高&年级+

初%高&中!采用模块化形式分设教学目

标' 但整体上来讲!仍失之笼统'

金锐建议!包括灾害教育在内的中

小学安全教育要抓好!关键是要真正做

到有教材+有课时+有作业+有考核' 其

中教材讲授的应是学生必备的安全知

识!但讲授时应以案例等易于接受的形

式进行' 作业应以体验式为主!考核应

是实际的操练'

金锐说!关于安全教育!现在不应

再是探索的阶段了!而是如何推进如何

实施的问题' 据了解!去年!省有关部门

专门编印了*河南省中小学安全教育手

册,!但在时间安排上!要注意克服其他

课程都挤占综合实践课这一现象' 由于

安全教育涉及各个学科!利用相关学科

进行渗透教学也相当重要' 为此她建

议!当前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要遵循

教育工作的规律!从青少年儿童身心的

长远发展出发! 努力避免一些应急性+

临时性的安全教育!避免随意性+恶补

式的安全教育!避免重复性和说教式的

安全教育!避免学科内不相关或不到位

的安全教育!避免无实绩的安全教育'

金锐还呼吁!全社会要树立全民安

全教育氛围!都来切实关心青少年的安

全教育工作' 社会应该有专门的安全教

育场馆和设施!让学生实地接触!使其

成为学生实地体验的场所' 相关部门要

将加强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作为自己

应尽的义务!配合支持教育部门切实做

好此项工作' 只有全社会齐心协力!才

能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提高安全防范

能力+增强安全防范素质'只有这样!才能

让我们的学生面对灾难时! 既不盲目无

知!也不会惊慌失措-也才能最大程度保

障其在灾害时刻的生命安全'

!#

"%%'

年
!

月
#"

日下午
$

点多 !

我和往常一样在教室上课" 大约两分

钟后! 我突然感觉到有点头晕" 这时

有学生说 $%电棒在晃动 !是不是地震

了& '我的神经突然紧张起来!马上指

挥学生 $不要惊慌 !不要拥挤 !赶快离

开教室 "

!

分钟后 !全校
#%%%

多名师

生全部安全有序撤离到教学楼前的广

场上"

虽然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影响到

我们许昌只是地震余波使教学楼有轻

微晃动!没出现什么险情!但仍能看出

学生在关键时刻的防灾意识!这对学校

的防灾避险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

我们学校虽然没有对学生进行过专门

的%地震防灾'教育!但以前对学生进行

过的防火演习#撤离自救等安全教育还

是派上了用场"

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谁也说不清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会遇到地震等灾

害" 但你只要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掌握一些必要的自救互救技能!你的一

生就多了一分安全系数"

在灾害发生时!青少年更容易受到

伤害"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小学生集中生

活! 还在于他们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心

理承受能力# 自我防范和自救能力不

强" 如果再缺乏必要的相关避难常识!

往往在灾难来临时会惊慌失措!有些甚

至还会轻信谣言竞相奔跑# 相互拥挤!

导致严重的%踩踏'事故发生!造成%人

为'的额外伤亡"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对青

少年进行防灾避险应急教育方面有不

小差距" 据了解!在日本!一般学龄前儿

童就已接受过
&

小时的地震安全逃生

教育!有计划地组织地震应急演习!这
&

个小时往往使他们受益终身"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青少年防

灾减灾教育工作"

"%%!

年
(

月!温家宝

总理在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广泛宣传和普及公共安全知识#应

急管理知识#灾害知识#防灾救灾和自

救知识" 要在中小学开设公共安全课

程!培养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增强他

们遇险自救和逃生能力" '

这次汶川大地震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血的教训& 我

们再也不能认为地震等灾害离我们很

遥远甚至是天方夜谭的事了!再也不能

抱侥幸心理了" 作为教师!特别是学校

领导!应该对学生的安全负责!对孩子

宝贵的生命负责!应站在对人民负责的

高度来认识对学生进行防灾避险教育

的重要性" 应认认真真地对学生进行防

灾减灾知识教育!提高学生的防震避险

和自救互救能力" 这也是实施素质教育

的重要内容"

!#

甘甜是四川漩口中学的初一学生!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当天!她和同学们

正在一楼的教室里上地理课!突然感到

一阵晃动" 就在大家六神无主时!甘甜

大叫$%不要慌!躲到桌子底下& '等摇晃

稍微平静后!她又一次发出指令$%大家

赶紧离开& '在她的组织下!班上同学迅

速从教室的两道门离开" 刚刚冲到操场

上!

$

层楼的教学楼便整体垮塌了 (据

)山西晚报*报道+"

大难降临!

#&

岁的小姑娘却镇定自

若!果断将平时掌握的防震常识发挥施展"

微不足道的知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释放

出巨大的安全能量! 为
$&

名同学搭建了

安全的逃生通道" 可以说!知识就是生命"

安全知识和安全观念在风和日丽的

日子里!显得有些多余#累赘!甚至会耽误

孩子 %考试分数的提升'" 可这种所谓的

%多余'#%累赘'! 却是防患于未然的知识

储备" 如果平时缺乏安全知识的%厚积'!

要想在危难时刻得到灵活机智#沉稳镇定

的%薄发作为'!就会成为一种奢侈"

比如在火灾中的死难者!绝大多数

不是被大火烧死的! 而是被无知害死

的" 因为死难者多是%先被浓烟熏晕!缺

少氧气窒息后再被火烧死'的" 他们不

知道火灾发生后! 空气变得非常稀薄!

不能往高处跑!而应该匍匐前进"

遗憾的是!基础教育对于这种安全

课程却很少讲!家庭教育也缺乏安全常

识的熏陶和提醒" 比如在这次地震来临

时!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多没有采取避护

措施!仅要求孩子%不要慌乱'!却忘了

及时疏通#及时逃生!要求%钻到桌子底

下的'则几乎没有"

任何灾难特别是公共灾难的发生

多缺乏可预见性! 灾难发生后如果一味

依赖外部力量来挽救自己! 总有一个持

续的时间滞后过程! 而灾难的破坏力是

不会考虑这种%知识盲点'的" 所以!如果

自我不能成为安全保护神! 不能面对可

抗力或不可抗力! 采取必要的自我保护

和知识拯救!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可以这样说!谁具备了安全灾难常

识!谁就能在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公共

灾难中处于主动地位!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有效将灾难抵御在门外" 反之!谁是

%安全文盲'!一旦发生灾难!就惊慌失

措! 失去应有的镇定和积极防御心态!

谁就容易成为受害者" 灾难和反灾难!

归根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 %知识较

量'和%心理较量'"

在危难中做到%知识救人'的!本次

地震中仍不乏其例!一位要上班的女士

发现地动山摇后! 意识到发生地震了!

她马上就势躺倒在沙发边上!利用沙发

的空隙保护了自己"

法国灾害学家
+

,

,

,爱尔维修说$

%每个研究人类灾害史的专家都确信!

世界上的大部分灾害都缘自于人类的

无知和麻木" '做安全知识的拥有者!用

%善于大惊小怪'的安全理念武装自己!

而不要成为麻木#迟钝的安全知识和安

全理念的逃兵!这不仅是漩口中学那名

#&

岁小姑娘的善意提醒!更是生命至上

的热切呼唤"

!#

刻不容缓的生命课程

防灾减灾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

从德周

灾害知识是生命的保护神

!

雷泓霈

凝 视

!

月
#$

日!四川德阳的历史会记

下一个难忘的名字(东汽中学教导主

任谭千秋' 他在灾难突然降临的那一

刻!首先想到的是学生' 他毅然张开

双臂 !护住自己的
$

个学生 !把生的

希望留给了他们 ! 把死亡留给了自

己'

在他的身后! 留下了一个家庭的

悲痛和惋惜+四个家庭的团聚和幸福!

以及无数的感动'我想!当那些被他救

起的孩子长大后! 他们将会比别人更

加懂得什么是勇气+什么是无私+什么

是责任'

人们常说!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 最首要的原因就是教师有

着崇高的师德! 爱生如子- 在任何时

候! 当老师的都会把学生放在心中最

重要的位置'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灾难中!还有

很多的灾区老师! 表现出不怕牺牲+

为救学生敢于舍弃自我的大无畏精

神' 映秀镇小学年仅
"*

岁的青年教

师张米亚 !跪仆在废墟中 !用双臂紧

搂着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活了 !而张

老师已经气绝' 汉旺镇小学有
!

位遇

难的老师!至死他们的怀里都抱着孩

子' 北川县一中班主任刘宁!在地震

突发时! 机智勇敢地保护
!*

名学生

安然脱险!却永远失去了当时也被压

在废墟里的女儿44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向我们阐释

了什么是爱+什么是荣耀2这是怎样的

一种无私+无畏的勇气啊2历史见证了

他们的行为! 见证了他们师德的博大

和光芒2 谭千秋等教师用生命诠释了

一个个师者最真实的爱! 用血肉为学

生筑起一道道永生的长城! 他们成为

百姓心中的救命恩人+ 孩子眼里的神

圣英雄'

这样的老师!让我们感动!却留给

我们无限的伤痛'不过!历史不会忘记

他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

可敬的老师!天堂的路上!一路走

好2

!#

妈妈在左
爸爸在右

每次和爸爸妈妈上街! 他们总是一

右一左走在我身边!一个离我很远!一个

紧紧拉住我的手! 貌似很幸福的一家三

口'可是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感觉

他们就像我们一起上街时的位置一样!

一个偏左!一个偏右'

先说我老妈吧!那简直就是极0左1

的典型'大事小事总要过问!一天到晚唠

叨个不停'什么吃饭要讲究营养!不能挑

肥拣瘦-看书要注意姿势!以免近视-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等等' 最让我感觉可笑

的是!我都这么大了!只要和妈妈一起上

街!她总会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住我的手!

生怕我一不小心走丢了似的'

妈妈的爱总让我有一种透不过气来

的感觉'就说上次学校举行夏令营吧!学

校本不让家长去的! 可她不知用了什么

方法!老师竟然同意让她也一起去'害得

我没玩尽兴不说! 同学们还给我取了个

0娇小姐1的外号'

与妈妈0炽热1的爱相比!爸爸的爱

就显得有些宽容' 但凡事都有个度!过

了就让人感觉那不仅仅是宽容 ! 简直

是一种 0冷漠 1了 ' 老爸从来都不过问

我的饮食起居 ! 甚至就连学习成绩也

只是简单地问一下' 当然我理解他!他

的事情比较多!总是很忙' 但是我真的

希望爸爸能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一些温

暖!哪怕是一个眼神的亲密呢' 依稀还

记得小时候爸爸把我背在肩上的感

觉!那时候多幸福呀2

爸爸和妈妈!一个冷+一个热!有点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感觉!要是能

调和一下多好呀2

!#

给机会
让孩子试试

儿子从小就是个机灵鬼! 天天问题

不断'比如看电视时!儿子问电视里的人

是怎么进去的+我怎么进不去5这样的问

题还能解释'

有些问题!比如上街时!我告诉儿子

危险!儿子却不以为意' 我想!与其一次

次徒劳地讲道理和威胁阻止! 还不如放

手让儿子学会尝试! 自己感知这世界的

奇妙'

那天! 儿子带着宝贝宠物狗贝贝在

外面玩!被飞驰的车给碾死了!儿子伤心

极了'我帮儿子把小狗装入盒子!埋到了

小区花坛里'我借机对儿子说(贝贝上街

不注意车!结果再也不能和我们玩了'爸

爸平时告诉你什么5 上街一定要注意来

往的车辆!红灯停+绿灯行' 一旦发生意

外!你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还有电

源插座!也很危险!一定不要去碰' 儿子

虽还在抽抽搭搭地哭!可显然听进去了'

后来他上街就开始注意车辆行驶了'

儿子对新鲜事物有天生的兴趣' 他

不知道生命是怎么来的! 于是我和他一

起观察母亲家抱窝的老母鸡! 把绿豆泡

在水里看豆芽是如何一点点成长的!儿

子都饶有兴趣'

一天!儿子看到他爸在喝酒!悄悄对

我说想尝尝白酒的滋味' 我不顾爱人的

劝阻!给孩子倒了半杯'结果图新鲜的儿

子喝了一口!连连喊辣!没多久就醉了!

足足睡了
#%

多个小时才醒'从此儿子对

酒就排斥'

又有一天! 我发现儿子躲在卧室抽

烟!我很生气!但没有立即发作!而是耐

心地问儿子(为什么要偷偷抽烟5儿子咳

嗽个不停!皱着眉说(看电视上叔叔们抽

烟挺潇洒的!怎么这么难抽啊!简直是受

罪2

儿子渐渐长大 !开始要求独立 !犟

起来一套一套的 ! 正处于青春期叛逆

的时期 !引导不善 !也许会走入歧途 '

看过不少家教题材的文章 ! 我想与其

利用家长的威严打压孩子 ! 取得暂时

胜利 !不妨反其道而行 !让对世界充满

好奇的孩子多去自己尝试 ! 让他自己

辨认是非曲直 +善恶美丑 !用真诚换来

孩子的信任'

!#

说父道母

!

李雨露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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