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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不能等待，生命无法重来；一
次意外，终生遗憾。”“我们要高度重视
消防安全，学会科学逃生。”在伏牛路小
学近日举行的全体教师会上，教师们畅
所欲言，认真填写谈心记录。前不久，
中原区教体局举行的全区安全生产对
话谈心会，让中原区教育系统各级负责
人牢固树立了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如
今，安全对话谈心会已成为伏牛路小学
的一项常态性活动。为确保校园安全，
在该校，每位教职工都明确自己的“一
岗双责”，认真做好校园安全的守护者。

教师佩戴袖章，在学校门口及周边
主要交通路口值勤；家长志愿者，身穿
红马甲，手拿小红旗，进行交通疏导；辖

区巡防队员定点到岗协助维护师生安
全；孩子们头戴小黄帽，排队有序地进
出校园。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
努力，每天上下学期间，伏牛路小学校
门口都是那么文明、有序。

在该校，安全工作早已落实到每个
细节。安全工作定岗、定责、定人，校门
口安全值岗制度、课间安全值岗制度、
安全隐患排查制度、门卫制度等，安全
检查和排查全覆盖、无缝隙；每天，由带
班领导、行政、后勤人员进行一次安全
隐患排查，记录到学校《工作日志》里；
每月一次，下发《安全隐患排查表》，由
全体教师按分工填写汇总；任何老师和
学生发现了安全隐患，都可以随时向学

校反映；寒暑假期间专项进行安全隐患
集中整改……该校校长郑晓艳表示，对
于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麻痹和侥幸
心理，学校全体教职工严于律己、学以
致用，引领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不私自下水游泳和在水边嬉戏；
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
督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
救。”在该校开展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宣
誓活动中，学校大队辅导员郑雅斐，带
领全体学生郑重承诺。全体学子一字
一句认真宣誓，把防溺水安全常识深深
刻在脑海里。

学校借助各种形式的活动，让安全
知识深入每一位师生的心中。每月一
次消防疏散演练，安全教育课程常态
化；联合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利
用班队会，对全体学生进行“做自己的
首席安全官——珍爱生命，快乐成长”
平安校园行安全教育；进行预防欺凌安
全教育，教学生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
以恶小而为之”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尺；

“八员进校园”，切实提升校园及周边治
安防控能力和水平，增强全体师生的安
全感；防震减灾演练及教育常态化，增
强师生应急避险、疏散与自救互救技
能，提高学校组织指挥能力……正如郑
晓艳所说，通过长期、系列的安全教育，
提高师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愿孩子们高
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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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同行与安全同行筑最美校园筑最美校园

美丽的校园，平安的一天，两者的
结合，就是幸福。

中小学安全教育是教育重要的一
环，中原区时刻把学生安全教育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
方合作机制，将安全教育深入到老师、
学生及家长心中，为构筑孩子健康成长
的环境而不懈努力。

上下学期间，学生自觉排队，沿着
护栏内依次行走，家长在接送站有序等
待，停放的车辆也井然有序，校园周边
环境文明有序……学生的平安出行牵
动着每一位家长、教师的心，为进一步
做好学生上下学接送安全工作，中原区
教育系统在全区中小学中开展了师生
交通秩序宣传教育，增强师生交通安全
意识。该区各校充分发挥优势，家校联
合，开展“小手拉大手”道路交通秩序宣
传活动。各校还不定期请交警深入学
校作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讲座，发放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积极推进交通安全教
育进课堂活动，确保中小学生对道路交
通安全常识的知晓率达到 100％，促使
学生养成良好的文明出行习惯。

为了孩子的安全，中原区教体局专
注每一个细节。举行开学安全工作会，
开展安全大检查工作，各学校进行自
查，区教体局进行督察；在全区中小学、
幼儿园开展“5·12”防灾减灾日防灾避
险演练及宣传教育周活动；举行全区教
育系统防汛、防溺水安全工作推进会，
全区局属 65 所中小学、幼儿园校（园）
长、主管安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成立
预防学生溺水工作领导小组，确保覆盖
到每位学生家长，保障学生安全；将安
全教育延伸到节日、假期，做到学生放
假，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不放假”，做
到节日、假期学生安全工作事事有人
管，时时有人管，处处有人管……全区
校园安全工作时刻不放松。

安全教育课早已纳入全区各校常
规教学中，统一部署，统一实施，统一检
查落实；各学校利用升旗仪式、黑板报、
专栏、手抄报、主题班会、校讯通等形
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交通、食品、防火、
防电、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教育活动；
中小学每月、幼儿园每季度开展一次安
全演练活动，有力提高学生自救自护意
识；借助丰富活动，全面促进安全知识
进学校、进课堂、进家庭，提高学生的安
全防范意识和危急情况的应急处置能
力。

在该区，早已把校园安全工作记在
心上，抓在手里，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扎
实有效的措施，行之有效的态度，努力
达到每个校园“设施无隐患、管理无漏
洞、教育无盲区”要求，确保全区教育系
统安全稳定，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创造
良好校园环境。

一条近百米长的小路贯通校门和
主路之间，每天上下学，中原区外国语
小学的学生都会排着队，沿这条小路有
序通过。

但是之前，这条路的一侧停满了车
辆，人行道变得特别狭窄，学生进出还
要躲避来往的自行车、电动车，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师生安全，学校联
系辖区派出所、交警支队、社区等，各方
一起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商讨解决方
案。最终，违规停放的车辆被一一清
理，路两侧还安装了隔离墩，路宽了，学
生上下学出入也更安全，更有序。

秉承“融合多彩文化，滋润美好童
年”的办学理念，多措并举，中原区外国
语小学各项工作一直焕发活力，特别是
在维系社会、家庭稳定和师生安全的校
园安全工作上，“态度决定一切”，这是
学校安全工作的宗旨，自上而下，全体
教职工在意识上达成共识，牢记责任，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每学期初，该校都会结合上期安全
工作，制定详细的安全工作方案，在常
态化的基础上，紧扣小学生的特点，力

求“精细化、活动化、效果化”。学校主
管安全的副校长王芳与大队部联合细
化安全工作，制定各项制度，建立奖惩
细则。该校校长李洪涛每天到校的第
一件事，就是巡查校园，发现并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维护校园安全。

学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每一
项安全细则也都落实到人。该校坚持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细化活动，群防
群治”的原则，每位教师都签订“一岗
双责”目标书，校门口、楼梯口、楼层，
都定人、定时、定岗、定责值班。每天
课间操都有正副班主任同行；下课之
前，教师总会提醒学生课间安全；每周
的安全教育课，有内容，有记录，有实
效；安全演练活动、体音美等户外活
动，学校都会制定安全预案，确保人人
有岗，人人到岗；“八员进校园”，共建
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第 23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活动中，学校以“快板”形式编写了安
全教育内容，生动的内容让学生将安全
常识铭记于心。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
学校安全教育注重“活动化”，“经历过”

比“听说教”让师生更加印象深刻。
此外，学校注重家校合力，上下学

期间，手执小红旗的家长志愿者，会协
助巡防队员引导学生安全过马路；每次
学校的大型活动或者学生外出活动，都
有家长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准时到岗，
认真负责，这样的交流互助，更增进家
校互相理解。

生命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安
全牢记心间，这是中原区教体局对全区
学校的要求，也是中原区外国语小学安
全工作的目标。该校将继续群策群力，
为维护校园安全，为创建品牌学校不断
助力。

伏牛路小学 用心呵护幸福成长

中原区外国语小学 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为弘扬优秀文化，传承戏曲艺术，培养学生对戏曲的兴趣爱好，日前，
金水区经三路小学特邀请河南省戏曲名家梨园春擂主开展传承戏曲艺术
活动。活动中，戏曲老师先向大家讲述了戏曲的有关知识，表演了《朝阳
沟》《穆桂英挂帅》《花木兰》《红色娘子军》等著名豫剧选段，并手把手教孩
子们表演的动作要领。本次活动不仅让师生了解了戏曲常识，感受到戏
曲文化的魅力和精髓，还激发了学生学习戏曲的兴趣，为传承民族文化奠
定了基础。 张震 摄

10月22日，韩国国际跆拳道交流中心代表团一行来到二七
区培育小学进行技术交流和表演，让培育小学黑带旋风跆拳道
社团的学员们大开眼界。培育小学的学生也为示范团表演了跆
拳道，得到客人们的好评，并在现场得到指导。这次跆拳道文化
交流活动，为中韩文化交流增添了一条新的纽带，播下了两个学
校长期交流合作的友谊种子。 魏瑞娟 摄

出彩少年
栏目记者 张 震

向阳追梦恰少年

成长感言

成长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不要只因一次失败，就
放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
莎士比亚的这句话是我最喜欢的
名言，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它会时
刻鞭策着我，勇往直前。

镜观教育

经
三
路
小
学
开
展
戏
曲
进
校
园
活
动

中原区外国语小学
学生上安全教育课

培
育
小
学
迎
来
韩
国
跆
拳
道
交
流
团

任琬琳
二七区外国语小学

品学兼优有爱心

在学习中，任琬琳时刻牢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
则国强”的历史使命，努力学习，文明守礼。从一年级至
今，每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且年年被评为

“三好学生”。学习之余，任琬琳还经常主动帮助身边的
同学，不论是在生活上或是学习上，她都能细心留意到
需要帮助的同学，并及时进行关心。从平常的同学生日
唱生日歌、送小惊喜，到刚刚过去的月考，一位女同学考
的不太好，有些沮丧的情绪也被任琬琳洞察到，“一次的
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要从失败
中总结教训……”任琬琳耐心、细心地安慰同学，帮助她
走出了考试失利的阴影。这样的小温暖还有很多，任琬
琳略带骄傲地说：“我跟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很好、很融
洽，我们都很喜欢彼此。”

从容自信兴趣广

除了学习能力突出，任琬琳在广泛的兴趣爱好方面
也取得了卓越成绩，从第 10届启明星全国青少年书画
大赛、美国纽约的蒙特梭利模拟联合国世界青少年峰会
第 11届峰会、河南省首届莎士比亚英文戏剧节、郑州电
视台少儿国学诵读大赛郑州市总决赛，到中央电视台第
17届、第 19届“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全国总决赛，处
处都有她的身影，任琬琳时刻谨记“知识就是财富”的家
训，不断攀登一座又一座知识的山峰，收获一笔又一笔
巨大的财富。

在众多的比赛中，任琬琳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既
不耽误学习，又通过比赛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今年英语
风采大赛河南省决赛现场的一幕就让任琬琳记忆犹新，
刚刚进入比赛场地向评委老师问好，她正要开始自己的
演讲，突然，挂在胸前的参赛证无缘无故掉了，她微微一
笑，向评委老师说“I am sorry”并弯腰把地上的参赛证
捡起来，然后继续开始自己的演讲，发音标准、思路清
晰、落落大方，丝毫不受影响。成绩出来之后，任琬琳以
河南省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晋级全国总结赛。

积极乐观有梦想

也许正是因为在一次次的磨练中才更锻炼出她坚
强乐观、不畏困难、积极向上的品质。任琬琳也在努力
把她的这股正能量传播出去，她长期坚持做好人好事，
用一颗炽热的心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参加社区学
雷峰活动和公益活动，和社区人员一起看望孤寡老人，
看望孤儿院孩子，把自己的零花钱、旧衣服和各种课外
书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冬天，和家人一起打扫小
区街道积雪；夏天，和物业人员一起为业主们送西瓜，她
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优秀少年儿童的卓越品质，表
达着自己对家、对学校、对社会、对祖国的热爱。

面对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任琬琳不自
骄、不自傲。她说：“取得成绩之后，我很激动也很开心，
首先要感谢妈妈对我的付出、学校对我的支持，同时，现
有的成绩也是对我以后能够更好成长的激励和鞭策。”
已经六年级的任琬琳有自己的规划和梦想，为了进入理
想的初中，每天，她都在追梦的路上不断前行，成长的路
上留下一串串坚定的印记。

她是老师的好帮手，同学的好伙伴。在她身
上，有文明守礼的好习惯，有服务社会的好品质，有
积极上进的良好态度，有孝老爱亲的正确思想，她
是全面发展的“小全能”，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是
同学们心中的“小偶像”。

“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自己，你会用哪
几个呢？”

“乐观、坚强、积极又充满活力。”
任琬琳微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