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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大大安安全全教教育育课课程程助助力力
凤凤林林学学校校多多管管齐齐下下打打造造““安安心心校校园园””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孔君 郭丽佳

凤林学校始建于2008年，是九年一贯制学校，现有65个教学班，3200多名学生。
作为经区最大的学校，凤林学校多年如一日将“安全教育”放在首位，多管齐下打造安全校园建设。

“站台式校车管理”

在凤林学校，有近800名学
生乘坐校车。为保障师生校园
内安全乘车，学校借鉴轨道交
通站台管理的经验，创立了“站
台式”校车管理模式，通过在校
园内创建类似“站台”的安全空
间，科学分区、统一调度，实现
了“两个分离”和“三个有序”，
极大地改善了校车的运行秩
序，提升了校车运行的安全系
数。

每天放学的时候，学生在
老师的引领下走出教学楼，步
行学生在老师护送下经学生通
道走出校园，第二批乘车的学
生从路队中分流出来，进入等
待区等候校车，第一批乘车的
学生在斑马线的引导下根据

“站牌”选乘校车，学生在照管
员监护下排队上车，并在乘车
期间全程监护。整个过程完全
实现了“两个分离”。所有学生
从走出教室到登上校车，始终
处于多方监护之下，全程实现

“无缝接送”。
学生安全上车后，最后一

个环节就是发车。为确保安全，
发车之前要经过三级确认。第
一级：照管员核对乘车人数，确
认学生系好安全带，乘车情况
符合安全规定；第二级：安全检
察院各自负责检查区域后挥旗
示意；第三级，调度员确认无误
后向驾驶员下达发车指令，监
督校车有序驶离。

生命安全教育特色突出

凤林学校的生命安全教育
基地始建于2008年11月，陆续
投资近200万元，建筑面积一千
余平方米。自建成面向社会开
放以来，接待社会各界参观人
士达三万多人次，承担起了应
尽的社会责任。

基地涵盖了防震减灾、红

十字自救、消防、生命健康、法
制和交通六大板块，每个板块
均配有一个70平米的展厅，每
个展厅均有该版块知识的详细
介绍。

在这个基地，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长廊两边新增设的道路
交通知识卷帘。这是我校按照
学生认知规律及成长需要，将
各种交通标识、交通法规编成
的童谣，并以漫画的形式形象
生动地展现出来，通俗易懂，便
于学生理解、记忆。

而通向展厅的道路叫“平
安大道”。平安大道与展厅形成

“丁”字形，地面布设着道路交
通标线，迎面右上方有交通信
号灯，前面的理论与这里的实
践相结合，给学生留下更深刻
的印象，让学生活学活用，切实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此外，学校还非常重视培
养学生的防震、逃生自救等能
力，组织多次防震演练、逃生自
救等活动。在威海市地震局的
大力支持下，建成了这个防震
减灾厅，内容包括地震的基本
常识、防震减灾基本知识、有关
法律法规等。

红十字厅彰显仁爱

“人道、博爱、奉献”是世界
红十字精神。以“弘扬人道主义
精神，促进校园文明建设”为宗
旨的凤林学校红十字会，努力
将这种精神传达给我们的学
生，让学生学做一个充满爱心、
乐于奉献的人。

学校投资1万多元购买医
用模拟人，用于教师急救员对
全体学生进行心肺复苏培训，
有时候老师还会把这个医用模
拟人请到教室去，供学生模拟
学习。

学校200多名教师经过红
十字协会培训、考试，顺利结

业，拿到了急救员资格证书。经
过培训，还有不少的中学生也
取得了急救员资格。

此外，学校还有包括户外
活动安全，外出活动安全，用电
安全以及发生自然灾害时的自
护自救等一系列的安全板块，
用来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

消防安全教育实用

由于凤林学校教学仪器
多、用电量大，各类试验易燃物
多，很容易发生火灾，校园是人
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场所，学生
又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一
旦发生意外，很容产生恐慌。我
校多年来高度重视校园防火工
作，始终把防火知识学习、逃生
演练做为必修课。

因此，在学校的桌面上，都
配有：干粉灭火器、消防铲、消防
桶、安全出口、应急灯、室内消防
水带以及消防直流水枪等。

同样，在学校里还有新增
设的防火体验区，利用多媒体
达到场景模拟，采用红外感应
的方式，对厨房、机房、客厅等
场所的着火点进行灭火体验。

学校还定期组织师生进行
消防安全演练，宣讲消防安全
知识等活动，提升大家的消防
安全意识。

健康教育关爱学生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
出的健康新概念是：健康不仅
包括身体健康，还应包括心理
健康以及社会交往方面的健
康。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极
易产生心理和道德发展的不均
衡现象。为此，凤林学校开辟心
理咨询辅导室，由获得心理咨
询师资格的专业老师定期为学
生做心理辅导。

此外，学校还建立校园网
短信、留言、评论等交流平台，
建立爱心档案，关爱特困生、单

亲生及外来务工子女。整个校
园处处可以感受到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的互助友爱，共同营
造了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

法制教育广泛普及

在凤林学校，学校形成全
校上下人人都是法制教育工作
者的氛围，每位教职工立足本
职岗位，以学校为主阵地，通过
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使与学
生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法律、
法规得到基本普及。

学校的反恐防暴板块，该
板块让学生了解如何识别恐怖
分子，在各种场合中遇到恐怖
分子袭击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
自救、他救；知道如何使用公共
场合中的各种防暴设施，并学
会如何报警，会使用准确的报
警语言。 反邪教板块，倡导科
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增强
识别邪教、提高自觉抵制邪教
的能力。

此外在每个展板背面还有
相关的法制教育板块，包括禁
毒教育板块等。

交通安全厅

人、车、路是构成道路交通
的三个基本要素。作为学生来
说，在上学、放学途中，都直接
参与了道路交通。因而掌握和
了解有关交通安全教育常识非
常必要。凤林学校生命安全教
育基地长期与威海市交警支队
合作，坚持校内、校外“两手抓、
两手硬”的原则。

在学校的交通模拟展台，展
示了威海市的全部类型的道路
交通情况，比如转盘、过街天桥、
隧道……，便于定期请交警来讲
解道路实况，识别交通标志。

此外，通过交通知识科普
漫画，以漫画的形式形象生动
地将各种交通法规呈现出来，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及成长需
要，警示学生注意交通安全。

而通过经常走出校园，到
警营、训练基地、交通岗等校外
安全教育基地进行体验、参观
学习等方式也提升了学生的生
命安全教育理念，提高学生的
自我保护能力。

全省中小学安全文化建设现场研讨会的与会人员参观省安
全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凤林学校的生命安全教育基地，并观看了

“站台式”乘车。

近日，古寨小学举

办首届科技体育文化

节。 倪素静

近日，荣成六中举

行高一新生心理普测。

姜红君

近日，长峰小学开

展“向国旗敬礼”活动，

喜迎十九大。 赵桂娟

近日，新都小学举

行第六届阳光体育节。

马骏

近日，新都小学党

支部联合丽都社区举行

庆国庆活动。 马骏

近日，新都中学顺

应课改趋势做实做细学

科教研。 刘霞

近日，皇冠中学开

展“手机微课制作”专题

培训。 于闪娜

国庆节前夕，半月

湾小学开展多项活动向

祖国献礼。 陈娜娜

近 日 ，经 区 实 验

小学举行 广播操比

赛。

李书贤

近日，经区实验小

学开展创客教育培训

会。 吴娇

近日，经区小学数

学学科研讨会在经区实

验小学召开。 王妮

近日，经区教体处

过硬党支部观摩活动在

经区实验小学举行。

丛春晓

近日，荣成九中开

展“规范使用汉语言文”

教育活动。 王小梅

近日，石岛实验中

学开展秋季防火应急疏

散演练。 孙妍丽

近日，山东省中小

学安全文化建设现场会

在崮山中学召开。王威

近日，明珠小学开

展教师硬笔书法比赛。

田倩倩

近日，威海七中聘

任学科培训师助力学校

教育。 林泽辰

近日，威海七中借

助推普周落实语文核心

素养。 林泽辰

速读少年拾金不昧 传递正能量
本报威海10月10日

讯 (记者 陈乃彰 ) 10
月 4日，威海九中学生
李凯、张天宇在海景壹
号小区附近捡到钱包一
个 ，内 有 现 金 2 0 0 0 多
元，还有身份证、银行
卡等贵重物品。为了将

钱包在第一时间还给失
主，两位学生直接赶去
派出所，终于在多方努
力之下，交还给失主。

10月9日早上，失主
带着一面“拾金不昧，品
德高尚”的锦旗来到了
威海九中，向李凯、张天

宇表达了谢意，也向学
校领导表达了感谢，感
谢学校培养了这么优秀
的学生。学校号召全体
师生向李凯、张天宇两
位同学学习，加强思想
道德修养，用行动把正
能量不断地传递下去。

为祖国庆生
9月30日，千山路小学开展“学经典、爱中华、共圆

中国梦”诵读比赛。师生们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朗诵
述说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祝福与憧憬。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晓丹 摄影报道

忆往昔
为迎接建国68周年，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9月25日，南山小学邀请抗战老红军丛树恩为
学生讲述抗战故事，弘扬大无畏的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崔晓燕 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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