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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39 中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重视实地演练 提高自救能力
第九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郑州市各校开展紧急疏散演练

现场讲解急救知识

9 年前的 5 月 12 日，四川省
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绵阳市
安县桑枣镇桑枣中学全校师生
及时疏散，无一伤亡。这一事
件再次说明了在学校进行安全
教育和疏散演练的必要性。今
年 5 月 12 日是第九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主题是“减轻社区灾害
风险，提升基层减灾能力”，郑
州市各校纷纷组织开展了防震
减灾安全演练。

创新街紫荆小学学生有组织疏散

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

防灾减灾记心间
本报讯（记者 王悦 通讯员 王景 张文
星/文图）5 月 12 日，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开
展疏散逃生演练，全校 1000 多名师生有序
撤离。
当日上午 10 时，学校广播站发出险情
通知，要求师生立刻转移到安全地带。伴随
着警报声，全校 1000 多名师生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有序从学生寝室撤离。不到两分
钟，
师生们在操场集结完毕。
“逃生演练绝不是走形式，只有身临其
境去体验，多练习，才能让学生们临危不乱、
从容应对。”
校长宋志强说。

管城回族区回民中学：

安全警钟长鸣
本报讯（记者 王悦 通讯员 王亚宏 张梦
珂/文图）5 月 12 日下午，随着警笛响起，郑
州市管城回族区回民中学的学生们在教师
指挥下，双手抱头，钻进课桌下紧急避险，相
关负责人快速到达责任区域待命。疏散指
令发出后，各责任人严格按照演练方案指挥
疏散，全体师生按照制定好的 5 条疏散路线
有条不紊地撤离到安全区。学生们快而不
乱、井然有序，
疏散全程耗时 33 秒 41。
疏散演练结束后，学生发展处主任卢朝
峰指出了演练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给师
生讲解地震避险的知识。
校长周铭说：
“ 为了让师生时刻绷紧安

全这根弦，学校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长鸣安全警钟，从重点防范和整改隐患入
手，
把安全工作常规化、制度化。
”

本报讯 5月15日下午，郑州39中联
合新乡医学院、郑州东大街医疗服务中
心分批次给师生开展了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培训。
主讲人杜铮通俗易懂地为师生讲
述了烧伤怎么办、心脏复苏术、海姆立
克急救法、运动受伤怎么办、如何拨打
120 等急救知识。在现场医务人员的
指导下，学生和老师进行了模拟心肺复
苏体验，并由医师进行专业矫正，力争
让每一位师生在紧急情况下都能正确
进行施救。最后，郑州东大街医疗服务
中心医护人员借助解析图，向师生简明
扼要地讲解了结核病和艾滋病的发病
原理、传播途径、如何筛查以及日常防
护知识。
（李扬帆/文图）

郑州 4 中
“六员”
进校园 合力保平安

创新街紫荆小学：

防患于未然
本报讯（记者 王悦 通讯员 苗俊帅/文
图）5月10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紫荆
小学开展了防震避险及安全疏散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模拟的是地震引发火灾的情
形，分为应急避险演练和应急疏散演练。避
险警报响起，同学们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
就近躲避在课桌下，尽量缩小身体，用手臂
护住头部和颈部。疏散警报响起，师生们用
湿毛巾捂住口鼻，
有秩序地从前后门疏散。
校长康淑丽说：
“当危险突然来临时，要
服从指挥，从容镇定，遵守秩序，让所有人在
有限的时间内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

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师生有序撤离

郑州 52 中：

本报讯 近日，郑州 4 中举行了“六
员进校园”启动仪式。校长闫培新向
“六员”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随后，
“六员”分别作了自我介绍，表示要全
力配合学校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最
后，在副校长弓书华的陪同下，
“ 六员”
对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等地进行了实
地检查。
活动启动以来，
“六员”积极投入工
作，怀着对师生、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
度，各司其职、通力配合，积极投身到校
园安全管理工作中，为四中校园安全筑
起一道屏障，为平安郑州建设作出贡
献。
（马超 杨利红）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近日，郑州 52 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
活动。行政副校长孙捷组织相关人员进行
全面、系统的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学校
以“防灾减灾日”为契机，在学校电子屏、广
播站、电视上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
技能。
安全课上，校医王焕霞和学生一起学习
应急避险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学生分享逃
生 避 险 经 历 ，教 会 学 生 应 对 各 类 灾 害 事
件。
（黄俊 苏晨）

邓州市教育体育局
举行安全教育信息平台培训
本报讯 近日，邓州市教育体育局邀请中国教育学
会专家举行了“全国学校安全教育实验区信息平台”操
作培训，500 余名中小学、幼儿园网络管理员参加培训。
根据安全教育实验区实施方案，邓州市所有中小学校、
幼儿园将全部加入安全教育实验区。全市中小学生和幼儿
将人手一账号，依托信息化平台，接受系统化、科学化、常态化
的安全教育，以解决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教育教学资源不足、
安全教育内容素材不丰富、教师专业水准欠佳等问题。此项活动
的开展将惠及邓州市近 35 万中小学生、幼儿。
据悉，此次培训结束后，每个学校、幼儿园的网络管理员将对
班主任和学生进行分级培训，
确保所有人员熟练掌握操作程序。
邓州市教育体育局还将开展经常性、随机性、专题性督查，对
安全教育数据进行分析和通报，保障安全教育实验区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刘亚平）

登封市教育体育局
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工作
管城回族区回民中学学生练习紧急避险

濮阳市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5 月 16 日下午，濮阳市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联合濮上街道办
事处在开发区实验中学中原校区开展“送法进校园——护航青少年健
康成长”
活动。
濮阳市公安局卫都分局社区大队副大队长许正桥针对青
少年年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趋势，结合近几年发生的青少年
犯罪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全校 1600 多名师生作了《如何预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题法治教育讲座。许正桥以提问的
方式与学生互动，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加深了学生对所
讲授的法律知识的理解。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效
果，濮阳市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向学校赠送了《法律进
学校》读本 500 余册。
（王荣霞 杨艳红）

本报讯 近日，在登封市教育体育
局与市委政法委的协调下，登封市区每
个学校门口都设置了“爱心岗”。每天
上学、放学时，登封市交警大队的民警
会按时到学校门口执勤，维护交通秩
序，保证学生安全。
登封市告成镇中心校继续落实“一
三四六”安全管理模式，建立安全工作
领导组，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认真做好平安校园建设工
作。
登封市大金店中心校发挥学生会
职责，让学生会成员作为老师的小助
手，参与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有效减少
校园欺凌、校园暴力事件。
登封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李国宣
说：
“ 校园平安关系到每个同学的切身
利益。创建平安校园要坚持以人为本，
人人讲安全，个个都参与，做到为之于
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
”
（齐小勇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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