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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校联动
共筑校园安全防线
——鹿邑县张店镇中心学校校园安全精细化管理纪实
核心提示
鹿邑县张店镇中心学
校 始 建 于 1988 年 ，是 一 所
全日制寄宿式中学 ，占地
16962 平方米，拥有校舍 71
间，总建筑面积 10205 平方
米，学校现有 14 个教学班
级，在校学生 647 人。
2015 年，该校新领导班
子到任后，确立了“以安全
为学校的生存之本”
“ 以过
硬的教育质量取信于社会”
的办学理念，通过与张店派
出所建立警校联动机制，实
现校园安全精细化管理。
在警校双方的共同努
力下，2016 年以来，张店镇
中心学校七、八、九年级的
调研考试成绩均在全县名
列前茅，实现了校园“零事
故”的安全目标，得到了广
大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
信任和肯定。

警校联动 紧盯校园安全隐患抓整改

张店派出所所长校园普法
校园安全是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
问题，为确保校园及周边地区治安环境
稳定，鹿邑县张店镇中心学校和该县公
安局张店派出所建立警校联动机制，打
防并举，大力整治校园及周边治安秩
序，全力保障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多措并举 实现校园安全管理精细化
“学生们正处于长身体、增智力
的重要阶段，学校许多工作离不开家
长与监护人的督促、支持、理解与配
合。”周从昆介绍，该校充分发挥班主
任的作用，通过家访、发放《致家长的
一封信》、召开家长会、电话沟通等方
式，加强家校联系。为每个学生建立
家庭联系卡，
对学生家庭住址、
父母情
况、联系电话及任课教师的电话等作
详细记录。学校每学期召开一次家长
会，
通报学生在校的情况，
让家长参观
学生的食宿、
学习等环境，
听取学生家
长的意见和建议，
加强校内外沟通。
该校还成立了寄宿制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
明确分工，
职责到人，
从安全、
卫生、纪律、学习、生活等方面对寄宿
生实施全方位管理，
形成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管理体系，实
现 了 管 理 的 规 范 化、制 度 化 和 科 学
化。同时，该校严格落实大门落锁制
度，
校外人员一律不准进校，
学生如有
特殊事情外出，
需由班主任签字。
为给学生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
境，该校还严格落实对食品卫生的监
管制度，
严格落实食品卫生操作流程，
严防非食堂人员进出操作间，严格执
行校长周查制、采购制、留样制，制定
了食品卫生应急预案。
为加强对学生寝室的有效管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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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的安排上，
定室、
定床、
定位、
定人，
把同一个班的寄宿生安排在同一间寝
室；
一个班有多个寝室的，
力求使多个
寝室连在一起；
若出现混合寝室，
让同
年级的学生住在一起，
并使混合寝室中
的班级数最少化。
“这样既方便班级活
动安排，又便于值班人员夜间核查人
数。
”
周从昆介绍，
寝室管理已被该校纳
入班主任考核与班级考核，
作为评选优
秀班主任、
先进班集体的条件之一。
据了解，
该校还坚持月查、
周查及
各部门日查制度，对查出的安全隐患
及时上报，
及时处理和整改，
从而避免
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坚持“六必
讲”，即在开学初、季节交替、周末放
学、
出现安全事故、
放长假和每周班会
坚持开展内容全面、形式多样的安全
教育活动，
确保安全工作深入人心，
真
正做到安全教育经常化、
制度化、
精细
化，
切实做到学校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张店司法所送法进校园

为学校正常教学管理保驾护航。
“我校是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以
留守儿童居多，随着生源不断增加，对
我们的安全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张店中心学校校长周从昆表示，安
全有序的教学环境是学校的立校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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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作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该
校坚持在常规管理中落实安全，在课堂
教学中渗透安全，在工作重点中突出安
全，切切实实把“安全无小事”落实到具
体工作中，
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为进一步加大校园安全和整治力
度，张店派出所主动探索校园安全防范
管理的新举措。针对该校特点，张店派
出所设立校园治安岗亭，与校内保安联
合对校园周边进行 24 小时巡逻，有效
杜绝了校园欺凌等事件发生；与学校建
立警情联动机制，为有效打击校园周边
违法活动，夯实校园安全环境，创建“平
安校园”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所已先后开
展校园安全检查 16 次、
整改隐患 24 处，
开展
“法制安全进校园”
活动9场，
清查周
边网吧12次、
整改3次，
不定期开展
“护学
岗”
等巡防活动62次、
制止涉校涉学各类
突发苗头事件 16 起，
校园安全感明显提
升，
“护校安园”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好
评，
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位学生放心，
让每
一位老师放心，
让每一位家长放心。

普法教育 增强师生安全防范内动力

辖区派出所在校园开展反
恐防暴演练
今年 4 月 15 日是我国第四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张店
镇中心学校 600 余名学生和广大教
职工在五星红旗下郑重宣誓：
“热
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
党，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树立总体
安全观，做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
全的忠实捍卫者。
”
张店司法所所长刘思豪以《保卫
国家安全，
我可以》为题，
通过多个真
实案例，
以生动的语言同全校师生交
流学习了关于国家安全和校园安全
等课题。张店派出所、
司法所工作人
员还为广大师生发放有关法治校园、
国家安全等内容的宣传手册。
同时，该校利用多媒体教室向
学生们展播安全教育宣传片，利用
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家长会、致
家长的一封信、专题班会、周会课、

黑板报、宣传橱窗、LED 屏等形式
对学生开展广泛的宣传，强化安全
教育，
提高安全意识，
促使学生时刻
绷紧安全这根弦。此外，该校还定
期组织广大师生开展有计划有预案
的防震、防火、防汛等演练活动，进
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自我保护和安
全防范的意识与能力。
据介绍，为活跃学校气氛，丰
富寄宿学生生活，学校精心策划，
组织开展有益于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的各 种 活 动 ，如 举 办 校 运
动会、单项体育比赛、趣味体育比
赛、歌咏比赛、书画比赛、文艺晚
会、学生辩论赛、读书演讲赛、各
学科知识竞赛等，培养学生特长，
促进个性发展。同时，学校不定
期组织开展敬老爱老、春游秋游、
祭扫烈士墓等活动，邀请老革命、
老战士来校为师生作爱国主义教
育、革命优良传统讲座。此外，该
校还结合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节
假日（无烟日、禁毒日、交通安全
日等）开展相应主题教育活动，不
断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应对
能力，培养其适应社会的能力与
成为合格公民的意识，确保每名
学生在校期间都能得到全面的教
育，从而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