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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娃放暑假 安全岂能“放假”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谷岳

暑假，是中小学生

盼望的日子，但也是中

小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

期。最近一段时间，我

国多地发生的青少年溺

亡事故，在让人倍感痛

心的同时，也再次为全

社会敲响了警钟——萌

娃放暑假，安全决不能

“放假”。此外，除了溺

水，孩子的活动安全、心

理健康、交通安全、居家

生活、消防安全等常见

安全问题也必须得到重

视。为了保障中小学

生的身心健康，度过一

个安全、健康、和谐、愉

快的假期，我们整理了

这份中小学生暑假安

全指南。

每年暑假都是中小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
期。除了溺水，孩子的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运
动安全、居家安全等，也是暑假中需要家长乃
至全社会都要高度关注的问题。近日，记者采
访了红桥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大家讲述中小
学生暑假中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案例一：男孩负气出走 民警火速寻回

去年暑假的一天晚上10时左右，红桥区
和苑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13岁的
侄子小王3小时前下楼玩耍，至今未归、查找
无果，怕发生意外，求助民警。接报后，该派
出所立即指派正在现场周边负责巡逻防控的
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了解，报警人王大哥
是内蒙古通辽市人，现在天津工作，暑假邀请
自己的侄子来天津玩。那天傍晚，侄子说自
己想下楼玩会儿散散心，没承想大晚上还没
回来，侄子身上未携带现金，对天津环境也不
熟悉，让王大哥非常担心。随即，民警调取了
小区所有出入口的监控录像，初步确定小王
是从小区南门离开的。据此，派出所决定兵
分两路寻找，所内民警调取路面监控，现场民
警沿着小王的活动轨迹实地查寻。功夫不负
有心人，民警成功在北辰区某地找到了小
王。当时小王正在路边的草丛里熟睡。民警
唤醒小王后，查看其身体并无异样，第一时间
向其家人报了平安，回所途中又为小王购买
了面包和牛奶充饥。民警在耐心提醒教导小
王的同时，叮嘱王大哥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
侄子，以免发生意外。

警察叔叔安全提示

孩子外出活动，家长要知去向、

知内容、知归时、知同伴。日常，要

注重加强外出安全的教育科普，引

导孩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同时，加

强心理安全教育，引导孩子平和、理性

看待事情；情绪波动时，通过运动、沟通等形式

进行排解；遇到困难或烦恼时，主动寻求家长、

老师的帮助，积极面对。如因与家长产生矛盾

负气出走，发生失联情况，家长要及时查找、及

时报警，防止酿成大患。

案例二：孩子贪玩 头卡护栏

今年7月22日傍晚，红桥消防救援支队接
报，有居民发现自己所在的小区四楼阳台外有
孩子将头卡在了护栏里，身体悬在外面，存在
坠落风险，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后发现该阳台空间狭小，一名10岁左右的孩
子卡在四楼，非常危险。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
间用安全绳和安全钩固定孩子，做好保护，并
拿来毛巾、床单等柔软物品护住头部，进行破
拆。由于楼层较高，孩子情绪紧张，一名消防
救援人员抱着孩子身体，并一直进行心理安
抚；另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托住孩子臀部，合力
将其救出。随后，现场120急救人员对孩子进
行了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警察叔叔安全提示

家长在看护孩子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出

现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的情况，在倒

垃圾、收快递、取外卖时关紧房门，

带上钥匙。孩子在居家过程中不要

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不要将头部、

手部、脚部伸进狭小空间，以免卡住。此

外，不乱动、乱接电线、灯头、插座等，不在标

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不玩火，不携带

火种，发现火灾及时报告成人或报警，不逞能

上前灭火。家长不在家时，不使用煤气、液化

气灶具等。

案例三：坐电动车 未戴头盔

今年7月22日晚，一名9岁儿童坐在其母
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后座上，未戴头盔，一辆机
动车从其后方将二人撞倒在地。而在一个多
月前，一位爷爷骑电动自行车载着6岁的孙子
外出。老人将孩子放在车座前方的踏板上站
立，未佩戴头盔，在途经复兴路与南运河北路
交口时，未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祖孙二人被
直行的汽车撞倒在地受伤。

警察叔叔安全提示

骑电动自行车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

人时应安装安全座椅，且驾驶人和乘

坐人都应该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

驾驶人不得允许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

人乘坐副驾驶座位。未满12周岁的孩

子要坐在汽车第二排，而且要乘坐儿童安全座

椅，系好安全带。青少年假期出行，要遵守交通

法规，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栏；行走或骑车时不

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要在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

玩耍打闹；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不使用成人

手机开启并骑行共享单车；自觉遵守轨道交通、

公交车乘车规范；乘车系好安全带。此外，家长

应该提高自身交通安全意识，自觉文明守法出

行，做孩子的好榜样。

对于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和苑派出所民
警王卫东来说，两年前那个夏天的夜晚，发生在南
运河沿岸的一起青少年溺水事件，让他记忆深刻。
“当时一位正在夜市游玩纳凉的群众正好

目睹一名青少年失足落水，孩子大概十四五岁，
不停在河里挣扎。热心群众立刻呼救‘不好了，
有个孩子落水了！’”在事发地附近河岸某餐馆
打工的两名年轻人闻声立即跑来，跳入河中，奋
力抓起落水少年向岸边游去。但落水少年因惊
慌而不停挣扎，加上河堤湿滑，二人无法顺利将
其搭救上岸，情况十分危急。这时，闻声赶来的
夜市保安及附近店主找来绳索等救援物品，下
到河岸边，合力将落水少年和两名施救者拖拽
上岸，并拨打110报警。
“我们抵达现场后，看见少年已经被救上

岸，一路上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据民警现
场调查了解，落水少年是附近某商铺外来务工
者的孩子，在我市一所中学读初二，因一时不
慎，失足落水。“这个孩子本来会游泳，但由于河

里水况与游泳池相差甚远，河底有杂草等障碍
物，引起了恐慌，导致呛水，致使其更加激烈地
挣扎，险些酿成大祸。无论怎么说，这个孩子都
算是幸运的。”王卫东说。
的确，这名被救上岸的少年是幸运的，但更

多的落水青少年却是不幸的。
今年7月以来，全国各地接连报告多起青

少年溺亡事故。在我市，进入暑假后，也发生了
几起青少年溺水事件。可以说，每一起溺亡事
故，都让人无比痛心。
中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对潜在危险警惕

性不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我国14岁以
下儿童意外死亡事故中因溺水死亡的占57%，同
时总溺水死亡人数中14岁以下儿童占56%。溺
水事故，已成为青少年非正常死亡重要杀手。
近日，我市召开防范学生溺水工作专门会

议。“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青少年溺水原因
多为游泳钓鱼、水边嬉戏、打捞溺水物品等意外事
故。”会上，我市公安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近年来我市青少年溺水警情分析得知，我市青少年溺水溺亡事件呈现出五个特点：

记者梳理分析近期我国多地发生的青少年溺水事件也发现，溺水青少年的监护人往往在事故
发生前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由于监护人的疏忽大意，造成了孩子溺水的严重后果。同时，广大青少
年涉水自救和救人的知识匮乏。已发生的案例也反映出，多起溺水的案例都是由于青少年聚集嬉
水，其中一人溺水，其同伴施救，最终造成溺亡的事故发生（包括救人者溺水或同时溺水）。
此外，青少年溺水事件多发生在比较偏僻地区，因为所在地区自然河道、水库、湖泊分布较广，

加之水文情况复杂，其周边两侧少有道路，交通不便且行人较少，不能及时发现溺水者，造成救助的
成功率低。交通不便也造成了救援车辆、人员无法及时赶到现场，青少年溺水得不到及时救助。
为此，我市相关部门发出防溺水提示：青少年的监护人要尽到监护责任，要将青少年的安全教

育重视起来，时刻提醒青少年不要到坑河湖泊等野外游泳，尤其是要远离涵洞、漩涡、河闸、泵站等
水文复杂的地区。监护人和学校（包括培训教育机构），都要加大对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教育引导的
力度，讲解自救和救人的注意事项及安全知识。相关单位也应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活动，切
实提高青少年安全意识，引导青少年到正规场馆游泳。

组织社区民警深入辖区各村居委会通过张贴宣传画、发放提示单、播放宣传短视频等方式
进行防溺水宣传。组织宣传部门利用区内电子显示屏刊播《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主题宣传片，
利用村村响大喇叭持续刊播防溺水主题音频，大力宣传“防溺水六不准”要求，实现全区村街、
社区全覆盖。
同时，在水闸、河道和溺水隐患地点设立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截至目前，全区安装防护栏

369.6公里，安装防溺水警示牌3859块，宣传横幅391块，物防设施投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进
一步加大了巡查力度，除开展日常巡查外，区水务局在放水、调水、节假日、暑假等重点时段，对
重点隐患水域、危险河段实施全方位管理，安排专职人员进行巡逻看护，做好群众尤其是未成
年人劝阻、安全提醒等工作。

由于地处多条河流下游，区内河道坑塘多，溺水隐患较为突出，宁河区把风险隐患排查整
改作为重点。成立工作专班，常态化对河沟、坑塘、水洼、扬水站以及青少年涉水活动多的重点
区域，加大巡逻巡查力量和频次，及时发现并劝止危险涉水活动。并与防汛抗旱相结合，组织
各级防汛抢险队伍深入排查，既查险工险段，又查溺水隐患，及时设置安全警示标牌、隔离防护
栏、救援救生设施，对以往发生过溺亡事故的重点部位安排专人看护，确保每条河道、每个坑塘
警示标志、应急设施全覆盖。此外，将与河湖长制相结合，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将防溺水作为河
湖长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依托高架视频监控系统、社会治安“技防网”以及无人机、“云探头”等
设备，探索建立覆盖全域的智能化视频监控平台，实现全方位、全天候监管。

各乡镇街对辖区所有可能发生溺水的河流、水库、水渠、水塘、采砂坑、鱼塘等水域进行全
面摸排，明确管理责任。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工作要求，充分发挥镇、村两级河长、网格员作用，
突出抓好双休日、节假日等重点时段，紧盯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对所属水坑、水塘等危险水域
加强巡逻巡查，做到全域、全时、全覆盖。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速报制度，保证24小时通
信畅通。组建各乡镇街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建立完善防溺水应急
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常备不懈。一旦发生事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第一时间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学生生命财产安全。精准化开展家校合作，坚持“一人一档、
一家一案”，为每个学生家庭安排一名责任教师，严格落实节假日“教师每日安全一提示，学生
每日安全一报告”制度，每学期至少开展2次全员家访。

暑假是溺水事故高发期

防溺水 警钟长鸣

!

7月2日，西安渭河1
名13岁男孩溺水失踪，不幸
溺亡。

7月2日，黑龙江哈尔
滨1名6岁男孩在坝边玩耍
时，不小心掉入河中溺亡。

7月3日，江西南昌，一
名10 岁男孩不慎落水，路
人报警后，消防人员到场
营救，但该男孩已无生命
体征。

7月4日，江西抚州，1
名15岁男孩溺水身亡。

7月4日，江苏泰州有
几名少年在江边戏水，其中
2人溺亡。

7月7日，甘南合作城
区发生一起儿童溺水事
故，有5人经抢救已无生命
体征。

7月8日，重庆九龙坡
大溪河流域，2名女童在野
外玩水时不幸溺亡。

7月9日，广西南宁，1
名10岁男孩在小区游泳池
游泳时溺亡。

7月11日，广西柳州，3
名10多岁学生溺亡。

7月12日，上海崇明，母
子2人意外落水，父亲救人心
切跳入水中，3人不幸溺亡。

7月13日，呼和浩特，
一对母女在河边游玩，12岁
女儿意外滑入水中，母亲施
救，2人溺亡。

7月16日，海南定安3
名小学生到南渡江玩水，其
中1名8岁男孩溺亡。

7月17日，河北邯郸，4名
少年在漳河玩耍时落水溺亡。

7月20日，海南屯昌金
坡水库，1名刚参加了高考
的学生与同学相约水库边拍
照，结果不慎从水库堤坝的
斜坡滑落溺水而亡。

……
以上案例和数据，来自

于近期媒体公开报道的青少
年溺水事件的不完全统计。

青少年溺水溺亡事件呈现五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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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问题
同样不容忽视

1.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
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
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
救援人员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如不幸溺水，首先要保持冷
静，只有让自己漂起来，才能获得宝
贵的救援时间。可以尝试身体放松，
向后仰，同时抬起手臂帮助身体重心
上移漂起来，注意尽量让鼻子、嘴巴
露出水面，保持呼吸。

3.如遇同伴溺水，应立刻求助成
人或报警求助，切勿擅自下水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