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 飞A9 NINGBO DAILY青春年华

加强自护加强自护
让青少年远离危险让青少年远离危险

孩子们的快乐暑假越来越近，但作为上班一族的家长们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愁容。他们并非不近人情，怕孩子暑期
“放养”后，心收不回来，影响学业……而是更担心孩子假期里的人身安全。

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以溺水情况为例，来自我市公安部门的信息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市溺水、落水救助
警情数总体呈现按月递增趋势。其他诸如交通事故、意外跌坠、烫伤等危险情形也不容小觑。

青少年人身安全大如天。从心理疏导、自护知识教育、自护意识培养到青少年暑期安全自护实践体验营开营，宁波
团市委联手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并牵手全市团组织，步步为营，努力培养青少年健康心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
自护让孩子们远离各类危险。

金色的暑假生活即将
开启，我们期望给孩子们
一个快乐假期，但绝不能
忘记意外随时可能出现。
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做好
预防工作。

保护青少年的最好办
法，不是始终处在家长的
保护之中，而是让他们学
会保护自己，也就是培养
青少年自护能力。值得高
兴的是，包括团市委在内
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
已经早早行动起来，以培
养青少年自护意识、自护
能力为重点，用青少年喜
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寓教于
乐的活动，让孩子们在体
验 中 亲 身 感 受 身 边 的 危
险，学会简单的处置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团市委提出了“聚焦重点+
扩大覆盖”目标。所谓聚焦
重点，实际上就是针对“小候
鸟”等特别需要重视的群体
开展精准自护教育；所谓扩
大覆盖，就是让更大范围内
的青少年从这场轰轰烈烈
的有针对性的安全自护教
育中受益，让青少年在这
个假期里真正远离危险。

我想，这正是团市委
所期望的，也是全社会所
期望的。

（龚哲明）

青少年，尤其是低龄的孩童自
护意识差，暑假里脱离了学校监管，
常常意识不到危险正悄悄逼近。据
不完全统计，溺水、交通事故、跌坠、
烫伤这些意外伤害，是暑期里造成
青少年安全事故的四大隐患。

溺水是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
号杀手”，伤亡率占比最高，且溺水
几分钟就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不可
逆的伤害。每年暑假伊始，各种溺
水事件就会占据网络新闻热搜。

“青少年爱玩水，对可能造成
溺水也缺乏正确判断，经常是不经
意落水，特别是农村地区，河网密
集，接触河湖水的机会比较多，易
出现意外情况。生长在江南水乡宁
波的孩子们对水环境比较熟悉，也
大多有点水性，而暑期里那些来自
天南地北的‘小候鸟’，则很可能是

‘旱鸭子’，况且对环境也不熟悉，
出现意外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团
市委相关人士说，前些年暑假常有

“小候鸟”溺水的悲剧发生，因此
“小候鸟”是各级团组织暑期安全

自护教育的重点人群之一。
与溺水相比，交通事故造成的

青少年暑期意外伤害也触目惊心。
来自公安部的信息表明：我国每年有
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少年儿童死
于交通事故，其中在步行时发生交通
事故导致死亡的人数占少年儿童
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45％。

每年暑期，网络上时常会出现
孩子爬到窗台上不慎跌落、孩子扳
倒热水瓶被烫伤，甚至孩子被流浪
犬咬伤等新闻报道，一次又一次刺
痛家长们紧绷的神经。

“在大人们看来很平安、很有
序的社会环境，对缺乏安全意识和
社会经验的青少年来说，可能埋藏
着无数危险隐患，甚至可以用危机
四伏来形容。告诉青少年自护知
识，增强其安全意识，显得十分必
要和及时。”团市委青少年社会参
与和权益部负责人说。

这并非耸人听闻，一个个血淋
淋的事实无情地宣告了这样一个
现实：危险随时会靠近青少年。

缺乏安全意识
危险随时靠近

“防溺水记两条：没有大人不
下水，有人落水先找大人”“不玩
火、不玩电、遇到打雷关电器”“坐
电动车要戴头盔，坐小车要系安全
带”……

6 月 21 日，200 名栎木小学学
生来到了市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
基地——育乐湾，学习体验了自护
知识和技能，喊出了“共建平安宁
波，争当平安小卫士”的口号。由团
市委、市未保办、市少工委、宁波文
化广场共同主办的 2019年宁波市
青少年安全自护实践体验营开营
啦。

孩子们按照“平安小护照”安
排的平安之旅打卡体验。在“自护
小课堂”，老师们为全体学生讲授
防溺水、交通安全知识，小朋友们
听得很认真，不时还会冒出一些小
问题。在职业体验环节，小朋友们
头戴消防头灯，手持呼吸器学习救
火和逃生技巧；身穿警服，手举小
红旗开启了指挥交通的工作；担任
临时“小护士”，认真地给“伤员”包
扎伤口……通过体验各类安全主
题馆，每一位“平安小卫士”增强了
安全意识。

青少年安全自护实践体验营
活动是“我们在一起”重点青少年
群体安全自护教育公益计划的系
列活动之一，重点聚焦安全事故相
对高发、安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
重点群体领域。今年年初以来，团
市委联合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
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检察院，
排摸出全市 53 所山区（海岛）学
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
集聚学校，采用“请上来”和“送下
去”相结合的办法，请孩子们到自
护基地参加体验教育，同时送百堂
安全自护课进学校，把日常安全、
交通安全、应急避灾、防拐防骗、法
律知识、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艾、
心理保健、家庭教育心理、预防性
侵、青春期性知识等 11 门课程送
抵学校课堂，更好地把安全教育覆
盖到重点青少年群体。

“加强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
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团市委
负责人介绍，团市委打造“花朵保
护伞计划”“我是平安小卫士”等
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品牌已经 7
年，去年以来，重点在对象精准
化、教育常态化和工作制度化方
面进行了探索，做到“聚焦重
点+扩大覆盖”相结合，致力覆
盖安全知识薄弱的重点群体和普
通中小学生群体。

除自护课堂日常送课外，团市
委重视“抓常态+抓节点”相结合，
在中高考和寒暑假期间开展重点
节点安全宣教工作。

每年暑假期间，团市委、市未
保办都会开展“我是平安小卫士”
自护体验营活动，在育乐湾、科学
探索中心设立暑期青少年自护课
堂，为孩子们提供为期一天的公益
自护课程和职业体验、科技体验活
动。去年暑期，针对安全事故高发
群体和困难青少年群体，重点面向
农村留守儿童、山区儿童、低收入
农户青少年、农民工子女、“小候
鸟”、服刑在教人员子女、环卫工人
子女、困难协辅警子女、军人子女、
贫困家庭子女、星宝儿童、特殊计
生家庭子女以及全市各村（社区）
青少年群体共举办“暑期自护课
堂”50余场，直接参与的有5000余
人。各区县（市）团委也依托暑期假
日课堂、七彩小屋等开展安全自护
宣讲，市县两级共青团组织共开展
青少年自护教育活动 500余场，服
务青少年 28000余人。记者从团市
委获悉，今年暑假期间预计开展青
少年安全自护实践体验营活动
120场，直接覆盖未成年人 6000余
名。

心理问题，对青少年来说是一
个隐藏性的安全隐患。每年中高考
前后是青少年容易发生心理问题
的关键节点，也是在校中学生青少
年群体承受压力较大、情绪波动明
显的特殊时期。今年 5 月 17 日，团
市委启动“轻松备考·12355 与你
同行”共青团阳光行动，走进庄桥
中学，来自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
导中心的胡珍玉老师为该校 240
余名初三考生带去了一堂生动的
考前心理减压辅导。这项服务我
市考生心理减压的行动已经持续
了 9 年。今年，团市委招募了十
余位资深心理专家走进各区县

（市）、功能园区的 17所中学开展
宣讲，直接服务考生和家长 4658
人，有效预防考前焦虑和突发心
理状况。团市委、市心理卫生协
会还对心理讲座择优进行录制，
共推出 6 节考前解压网课，通过
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服务更广
泛的青少年群体。各区县 （市）
团委、心理卫生协会还对视频进
行了转发，部分学校组织了集中
观看。同时，团市委还通过“宁
波市 12355 未成年人保护专线”

“亲青帮”等线上平台积极开展个
案咨询工作。

筑牢自护防线
共青团在行动

“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在相
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配合
下实行的。在加强青少年自护这项
工作上也是如此。”团市委负责人
表示。

5 月 30 日，由市公安局发起，
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FM93 浙江交
通之声共同给全市青少年儿童送上
一份“安全大礼包”——校园交通
安全守护者联盟正式成立。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电动自
行车保有量已超过 2000 万辆。据
交警部门统计，2018年的致人死亡
交通事故中，与电动自行车有关的
死亡人数占比超过了一半，其中因

“颅脑损伤”而导致的死亡比例更是
高达82.6%。因此，青少年儿童经常
坐父母亲骑的电动自行车，正确佩

戴安全头盔对保障他们的安全非常
重要。

启动仪式上，各主办单位负责
人为全市 20 所学校颁发了“校园
交通安全守护者联盟——共享头
盔服务点”牌匾，交警叔叔在现
场为 20 名学生代表佩戴了“共享
头盔”，校园交通安全守护者联
盟 成 员 代 表 宣 读 了 倡 议 书 ， 将

“佩戴安全头盔”这一安全理念
落到实处，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交
通行为习惯，打造学生平安回家
路。

“维护青少年人身安全，需要
相关部门协调配合，需要全社会积
极参与。校园交通安全守护者联
盟，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期望更
多的学校、单位和志愿者加入‘校
园交通安全守护者联盟’中来，

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安全，共建文
明宁波、平安宁波。”团市委副书
记吴生莲在启动仪式上发出诚挚
邀请。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保
障孩子安全，正得到越来越多职
能部门重视，吸引越来越多社会
力量参与，一个“未保办+职能部
门+讲师志愿者”的工作机制正在
形成。

近日，市公安局还联合市教育
局、团市委共同开展了“生命至
上”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实
景演练、知识讲解、问题抢答等形
式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安全
教育课。

去年，在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
挂牌成立的宁波市青少年安全自护
教育基地，就是这种工作机制的很
好呈现。该基地总面积 2250 平方
米，建有五大区域十个展区，包括
交通、消防、居家、公共、建筑、
机械等多个安全板块，运用 VR、
全息影像、全息音响等新兴技术，
全年常态化面向青少年开展自护教
育和实践体验活动。

又如我市已经建立的各支青少
年安全自护宣教队伍，就是社会各
界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的成果。青少
年安全自护宣教队伍，有市公安
局、市卫健委、市计生协、市检察
院、市心理卫生协会、市律师协会
等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配合，更有
市反诈志愿服务总队、市平安公交
志愿守卫总队、宁波市青春志愿健
康服务总队、“心阳光”心理健康志
愿服务总队、“亲青帮”宁波市青年
律师志愿服务团等专业宣讲队伍积
极参与。

据团市委介绍，下一步，将发
动我市各高校、各医疗机构、各应
急救援队等组建安全急救知识宣讲
队、交通安全宣讲队等专业队伍，
充实到宣讲队伍中，共同参与青少
年安全自护宣讲。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团市委
将与市未保委各成员单位以及社会
各界一起，继续扎实推进青少年安
全自护教育工作，坚守青少年生命
安全的防线，为生命护航，为明天
护航。

保障孩子安全 全社会一致参与

记 者 龚哲明
通讯员 陈笑天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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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平安小卫士”2018青少年暑期自护教育课堂——城市美
容师子女专场。

栎木小学的学生到市
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基地
接受自护实践教育并合影。

市地震监测预报中心的老师为镇海希望学校开设应急避灾课。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民警为江北区尚德学校学生开展交通安全实景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