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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安全是一个老话题，但仍
然需要年年讲。

在长达两个月的假期里，孩子
们脱离了学校的监管，自主时间大
大增加，因安全意识薄弱导致的各
种意外也随之增加。这段时间，如
果家长监护不到位，孩子可能面临
走失、坠落、交通事故、溺水等各种
危险。为孩子系好暑期安全带，是
为人父母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根据 2017 年年底发布的《中
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
告》，我国每年有5.4万名以上的儿
童死于意外。从死因分析，溺水、道路
交通伤害和跌倒（坠落）占前三位。其
中，七八月份的伤害发生相对较多，
家中是伤害发生最多的场所。

家长是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
人，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事故，大多
源于监护人的疏忽、失责。事实上，
放假之前很多学校已经开展了暑期

安全教育，学生也把暑期安全倡议
书带回家让家长签字，我市的教育
主管部门还专门开通了网上安全教
育平台。但是，家长是否真正参加了
安全教育平台在线学习？是否逐字
逐句看了那份安全倡议书？恐怕能
够给出肯定答复的家长并不多。

从记者收集的警情来看，去年
以来，我市孩子被卡在半空中面临
坠落的事件特别多，甚至在不到半
个月的时间里连着发生4起类似的
险情。这些事件的背后，暴露出家长
对孩子监管的缺失。将孩子置身于
安全隐患中，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其产生的不利后果，同样需要家长
承担。

除了家长要重视安全教育并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外，未成年
人自身也要始终绷紧暑期安全这根
弦，提高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能力，
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王芳）

为孩子系好暑期安全带

走失、坠落、交通事故、溺水，是孩子们在暑假期间最常发生的安全事故。最近两年，交通事故、走失这两
类警情与往年相比无明显变化，溺水事件有所减少，反而是孩子被卡在半空中面临坠落的事件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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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月 10日起，淳安女童失联并最终证实已经

遇害一事，在我市掀起轩然大波，未成年人暑期安
全这一老话题再次引起热议。

每年暑假，交通事故、溺水、走失、坠落等未
成年人意外伤害事故屡有发生。最近两年的情况又
比较特殊，从记者接收到的信息来看，交通事故、
走失这两类警情与往年相比无明显变化，溺水事件
有所减少，反而是孩子被卡在半空中面临坠落的事
件特别多，应当引起家长高度警惕。

7 月 6 日晚上 7 时左右，余姚
白云小区发生惊魂一幕：一名女童
站在四楼的一处防盗窗上！有知情
人士称，孩子住在五楼，自己搬了把
板凳从阳台爬出去，然后就站到了
楼下人家的防盗窗上，上不去也下
不来，站在那里急得直哭。

她的举动也吓坏了楼下的邻
居，大家一边安抚她，一边报警求
助。幸运的是，有人联系到了女童的
家长，家长第一时间赶到阳台边，将
孩子拉了上去，总算是虚惊一场。

本月，这样揪心的事情还有不
少。7 月 2 日上午 10 时左右，鄞州
东莺新村有一名男孩被卡在了防
盗窗上。孩子 2 岁左右，住在 3 楼，
当天上午大人外出买菜，将他反锁
在家中。小家伙也不安分，自个儿
爬到了防盗窗上，接着就被卡住了
——上半身在窗子里，下半身悬
空。孩子一直在大哭，双脚多次蹬
着墙壁想爬上来，但都没能成功。
周边的居民发现这一险情后，立即
报了警，并且从家里拿来被子，大
家拉着“做”成一个防护垫。后来还
是一名老辅警出马，将孩子救了出
来。

最“离谱”的是今年 3月份，不
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着发生了 4
起类似的险情。

3月5日，在江北洪塘，有一名
6岁男童的头被4楼的防盗窗卡住
了。原来，那孩子不想去上学，趁着
爸爸在门外等他时，将门反锁并探
身钻出了窗外。

3月8日，鄞州一户人家，大人外
出，家中只有姐弟两人。男童为了捡
鞋，站在小椅子上从未上锁的防盗窗
处爬了出去，多亏 8岁的小姐姐勇
敢，拉着弟弟的手坚持了近20分钟。

3月13日晚上，余姚泗门镇一
小区内，一名小女孩独自站在 4楼
的窗户边大声哭喊。接警后，消防
员架设了拉梯，爬窗进入屋内并打
开了门……

3月17日中午，鄞州区明楼派
出所接到报警，宁徐新村有一个女
童头部被卡在 4楼防盗窗上，身体
悬空。有一位老人正半趴在窗户
上，紧紧抓着孩子的肩膀向楼下呼
救。最终，民警用斧头破门而入，成
功救下被卡女童。

事实上，以前这类孩子被卡防
盗窗或者爬到窗外的警情也有所
听闻，但次数没有这么频繁。从去
年下半年开始，这类事件突然增
多。

去年 7 月 5 日零时许，余姚消
防大队接到报警，阳明街道一小区
内出现险情，一名 4岁男童被卡在
防盗窗上，进退不得。幸好，有路人
回家经过，发现了被困的孩子，立
即爬上窗沿托住男童，持续了整整
40分钟。

8 天后，同样的事情又出现
了。慈溪金南小区内一名 5岁男童
头部被防盗窗卡住，双脚悬空动弹
不得。危急时刻，一名中年男子挺
身而出，用双手牢牢托住男孩，赢
得了宝贵的营救时间。

去年 9 月 1 日，在高新区皇冠
花园二期，有一个4岁小男孩从窗
户爬了出来，背靠着墙，距离地面
有9层楼高。这名男孩也是幸运的，
最后被保安救下了。

以上案例都有惊无险，但血的
教训也发生在我们身边。去年 7月
31日下午，鄞州区金桥水岸花园，
一名5岁男孩从25楼坠落，不幸离
世，留给亲人无限哀痛。

摇摇欲坠的孩子
牵动众人的心

“按照往年情况来看，孩子走
失的警情是最多的，但都找回来
了；其次是涉及交通安全的；再就
是孩子溺水警情；之后才是坠落问
题。要论严重程度，溺水肯定是第一
位的，每年这样的悲剧不少。但最近
两年情况比较特殊，溺水事故相对
较少，孩子面临坠落危险的警情则
比较多。”有民警告诉记者，每年的暑
假“小候鸟”来甬与父母团聚，这个时
间段是孩子安全事故的高发期。

走失、坠落、交通事故、溺水，
是孩子们在暑假期间最常发生的
安全事故。通过对此类事件进行梳
理，记者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共同
点，希望家长能引以为鉴。

首先要说的是“新焦点”——
孩子坠落事件。出事的孩子年龄多
在 3 岁至 6 岁，因为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但他们
对于安全的概念又非常模糊，所以
很自然地会上演成年人觉得不可
思议的危险“剧情”。同时，在今年
发生的孩子坠落“警报”中，“主角”
多为小男孩。当然了，千万不要以
为女孩文静就相对安全，有媒体就
曾统计过，这个与性别没有必然的
联系。

另外，这些事故常发生在监护
人“缺位”之时。纵观上述案例，多为
家中大人短时间外出买菜或办事所
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孩子爸妈正

四类安全事故
为暑期安全敲响警钟 除了家长监管到位，在这个变

化万千、日益复杂的社会中，有意识
地从小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自我
保护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做到未
雨绸缪，也是很有必要的。家长要
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告诉孩子需要
注意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比
如，孩子走失时，有些孩子很聪明，
会告诉好心人或者民警关于家长
的联系方式，很快就能回家；但有
的家长平时喜欢拿“警察叔叔把你
抓走”这类话吓唬小孩，关键时刻
就会“抓瞎”。

此外，在这个大数据时代，用科
技手段“武装”孩子也很有必要。儿
童智能手表如今已走入千家万户，
而且技术也趋于成熟，它能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家长加强对孩子的日常
监管。

要让孩子更安全，社会各界也应
积极助力。我市开展的各种关爱“小
候鸟”行动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6月
21日，200名栎木小学学生来到市青
少年安全自护教育基地——育乐湾，
学习体验自护知识和技能，这是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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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初，海曙古林派出所开始在
辖区各村河埠头围建不锈钢框架的
防护网。古林镇河道密布、河网发
达，每年夏天都会发生溺水事故。而
河埠头有了防护网，不管是大人还
是小孩落水了，都能靠抓住身边的
这根“救命稻草”完成自救。

7月8日，北仑区大碶街道横杨
社区“四海之家”阳光假日学校开
课。从当天起，为期 25天的“暑期假
日学校”行动在大碶街道展开，这一
行动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

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五大队每年
暑假期间开展交通安全进社区活
动，目标群体就是“小候鸟”。他们通

过视频案例，来教育孩子什么是“视
觉盲区”，什么是“低头族”，什么是

“大型车辆的内轮差”……
尽管活动数不胜数且丰富多

彩，但这些活动针对的主体是孩
子，而对于家长的教育始终缺乏。
同时，这类活动覆盖的范围有限，
最易出事的城乡接合部以及农村
区域往往成为“盲点”。孩子这么
多，在有限的时间内，怎样才能让
更多人受教？宁海跃龙派出所全省
首创的“民警直播”机制或可成为
解题钥匙。

6月19日，跃龙派出所的“校园
110 云课堂”再次上线，有着“知心
叔叔”之称的民警叶振宇又当起“主
播”，通过线上模式向学生授课，以

“吐槽”及“弹幕”的方式加强与受众
的交流。与前一次上线只有 1 所学
校、8 个班、300 余名学生同时参与
不同，这次扩展到了 20所学校、469
个班级、2.1万多名中小学生。而且，
这次民警还请来了宁海县飞狼救援
队和红十字会，给孩子们讲解防溺
水及急救相关知识……

这个模式的好处在于，只要有
网络，就能将散落在各地的孩子“聚
集”到一起，突破了地域以及人数等
方面的限制，有效扩大孩子的受教
面。同时，它也能高效地利用社会各
界以及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源，解决
有些民间“暑期托儿所”或者“假日学
校”师资力量不足、请不到专业人士
传授安全知识的问题。此外，讲课内
容能录成视频，上传至专门的公共平
台，供家长观看学习。

因此，可以考虑将这一模式改
良、推广，即利用我市现有的新媒体
资源，建设一个统一的安全教育平
台，发挥社会基层组织的动员和引
导力量，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从平
台上了解警示案例，汲取安全知识，
解决受众面狭窄的问题。

家长多上心
社会各界多用心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水心胜 张楠

在家中整理东西，小家伙趁着大人不
注意，踩着窗台爬了出去……

再说孩子走失问题，仅以鄞州
邱隘派出所为例，最近一段时间连
续接到三起这样的警情。其中有两
起是因为父母忙于打麻将，而没有
发现孩子走失了，分别发生在7月1
日凌晨 1 时左右、7 月 2 日晚上 8 时
过后。另外一起发生在7月2日上午
10时左右，妈妈外出买东西，将8岁
女儿独自留在家里，回家后发现孩
子不见了，原来是孩子误入地下车
库后迷路，走不出来了。

“孩子走失这类警情现在日益
增多，家长监管缺位是主因。”民警
说，梳理这个暑假的报警记录，发现
有一些共同点：大多数走失的孩子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父母忙于工
作、疏于监管有很大的关系；走失的
孩子中五六岁的居多，因为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会走路，却没有独自回家的
能力；孩子走失的地点多在广场、公
园、小区周边等人群集聚的地方。

孩子溺水也是老话题。7月7日
晚上 10时多，慈溪西三码头附近的
海涂上，3名初中生结伴徒步到此抓
螃蟹。因涨潮缘故，海涂上明沟暗流
密布，极为危险，就连老渔民都有可
能中招。非常幸运的是，路过此处的
龙武渔业合作社职工施国安发现了
海涂上的这3名学生，追了近1公里
路，才把 3个孩子从已涨潮、有深沟
沼泽的“险地”上拉了回来……

市公安局的一份调查显示，近
年来，我市溺水亡人意外事件多发，
已成为意外死亡事件的重要原因之
一。去年 1月以来的统计显示，我市
未成年人溺水死亡主要集中在节假
日，其中暑假期间约占一半；村镇河
道、水库和村镇池塘是发生未成年
人溺水死亡事件最多的水域，溺亡
的学龄前儿童中，有 90%溺死在这
些水域。

而回顾往年的案例，可以发现
溺水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突然
抽筋无力自救的，有水草缠住葬身
水底的，有深陷泥沙不可自拔的，甚
至还有浅溪游玩失足滑倒的。

事实上，孩子溺水问题一直是
社会热点问题，每年暑假前各方总
会发布各种提醒、告知书等，但总有
家长没有引起重视，以为这样的事
件离自己很遥远，等到悲剧发生却
悔之已晚。

最后说说孩子的交通安全问
题。最近，我市境内高速上连发 3起

“坑娃”的事故：7月2日，一辆轿车突
然做起“蛇形运动”，然后追尾一辆货
车，车内载有两名未成年人；7 月 3
日，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减速
并违规变道，引发交通事故，原因是
车内儿童尿急并且想吐；7月9日，爷
爷疲劳驾驶，导致载着孙子的轿车撞
上了路边的护栏。这 3 起事故的发
生，与家长本身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有
关。

图 示

评 说

海曙古林施家村，河埠头设置了防溺水围栏。 （王晓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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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跃龙派出所请来专业人员，通过直播模式给两万多名孩子
同时上安全课。 （周国亮 王晓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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