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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桃城区创新消防工作管理模式

社区消防安全管理
实现智能化网格化

教育、水利、住建等多部门联动做好主动防护

织牢防少儿溺水安全网
□记者 尹翠莉

随着暑假来临，到河流、水库等水域游泳、戏水的孩子们也
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的一项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每年因溺水身亡的少儿达2万多名。这些溺亡事故是
如何造成的，应采取哪些措施减少悲剧发生，发现溺水者应该
如何施救？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监护人监管不到位是造成少年儿童
溺亡的主要原因。”石家庄市公安局消防
支队西柏坡中队政治指导员席杰告诉记
者，每到夏季，支队接到的溺水报警电
话就会增多。从接处警情况来看，大多
数溺水少年儿童都是自己跑到浅水域玩
耍没有家长在身边，或者家长带孩子游
泳但疏于看护，溺水第一时间未能施救
造成溺亡。

溺水大多发生在农村的小河、池塘
等野外浅水域，以农村孩子、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留守儿童群体居多，且多发
生在学校、家长无暇顾及的节假日、放
学途中等。记者梳理近几年我省发生的
溺水事故发现，家长监管疏忽、学生的
假期监护缺位、儿童自身安全意识和自
救意识缺乏、活动场所匮乏、有水区域
安全警示和防护不到位等，都是夏季少
年儿童溺亡事故频发的原因。

6 月 14 日，省教育厅和南水北调中
线建管局河北、北京、天津分局在保定
市唐县第三小学启动 2018 年南水北调中
线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专项行动。

据了解，南水北调中线流经我省邯
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定州等5市、30个
县（市、区），沿线有 443 个村庄、337 所学
校，涉及学生近 16 万人。渠道内水深、坡
陡、流急，一旦不小心落水，很难自行爬上
岸，安全警示教育亟须全覆盖。

紧临南水北调干渠的唐县，就是溺
水事故的高发地段。“减少溺水事故发
生，学校必须负起坚实的责任来，加大
对孩子们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防范
意识。”唐县第三小学校长田晓丽表示，
每年暑期临近，学校都会通过张贴海报
等形式，在校园内营造一种防溺水安全
教育氛围，在日常的班会、安全教育课

上也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解防溺水知识，
提高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节假日学生会脱离学校监管，因此
家长也要提高警惕，担负起监护责任。”
田晓丽介绍，学校要求老师们经常在学
校微信平台和家长微信群里发送相关提
醒信息，与家长做好对接。

“在加强安全教育的同时，还应该教
给学生科学救援知识。”席杰介绍，在他
们接触到的溺水案件中，有很多是由于
中小学生的急救、自救能力差，常常一
人落水同伴去救，最后导致多人溺亡的
惨剧。

席杰提醒广大少年儿童，救人首先
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溺
水，可以先大声呼救，让附近的成年人
及时赶到现场。或者及时拨打 110、120
求助，说清事发的具体地点，切不可自
己盲目下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距离溺水者较近时，大概一米的地
方，可以采用手援，但一定要保证岸上
有固定物，要不然容易被拉下水。”席杰
介绍，在救援过程中，可以利用竹竿、
绳子等工具，把一端递给落水者，把他
拉到岸边。

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正确的方法
是立即清理溺水者口鼻中的异物，然后
让其平躺，对其呼喊、拍打看有无反
应，观察溺水者胸廓有无起伏，如果既
没有反应也没有胸廓起伏，就要对溺水
者实施人工呼吸。

“还可以利用新装备，遇到危险时为
孩子增加一道防线。”席杰说，国外的一
些学校和家长会教孩子使用防溺水手
环，遇到危险拉动手环上的特殊装置，
手环充气孩子就会浮出水面，为救治赢
得时间。

“唐县境内除了有南水北调干渠经
过，还有一些天然河流和野外水坑，孩子
们天性贪玩，而野外水域很多没有明显的
警示标志，危险性很高。”主管学校安全教
育的唐县第三中学副校长高建明告诉记
者，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学校有 1875 名
学生，其中三分之二是周边村镇学生和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很多孩子都由年迈的爷
爷奶奶照看，有的甚至无人看管，一旦走
近没有警示标志的野外水域，安全很难
保证。

在预防少儿溺水方面，一些省份的做
法值得借鉴。河南建立了暑期对接制度，
要求各县级教育、水利、公安等部门组织
中小学与所在乡镇、村庄建立暑期安全工
作对接，对学生经常嬉水、游泳的重点区
域，落实专人或组织志愿者、退休人员进
行巡查和劝阻。浙江多个地市在溺水高
危地段放置公益救生设备，一旦出现紧急
情况，可随时取用施救。

近年来，我省教育等部门也做了很多
尝试。去年 6 月，省教育厅联合南水北调
中线建管局启动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专
项行动，专门设计制作了《中小学生防溺
水作业本》，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危险
说明、风险提示和安防设施都作了特别说
明，免费发放给南水北调沿线学生。各管
理处还加强了对辖区干渠的排查，特别对
安全警示标志、防护网等设施、应急救援
器材加大排查力度。

“减少溺水悲剧发生，需要教育、水
利 、住 建 等 多 部 门 联 动 ，做 好 主 动 防
护。”高建明建议，各乡镇要及时排查消
除辖区内因挖沙、施工等原因产生的危
险水域、水潭，可在河道、池塘等地的醒
目位置设立警示牌和告示。同时，以村
为单位，暑假期间开放村级阅览室、活
动室等公共场所，为暑期留守儿童提供
学习及娱乐的场所，降低安全事故的发
生率。

加强安全教育 学会智慧救援

多部门联合 做好主动防护

□记者 吴 韬

随着暑假的到来，又有一批孩子离开
了幼儿园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如何让孩
子们更快适应小学的学习和生活成为很
多家长关注的问题，不少家长选择送孩子
到幼小衔接班让孩子“赢在起跑线”。面临
幼儿园到小学的人生第一个转折点，需不
需要提前做幼小衔接准备？家长又该如何
陪 伴 孩 子 平 稳 过 渡 ？记 者 就 此 进 行 了
调查。

家长忙报班，培训市场火爆

“孩子之前上的是公办幼儿园，只会
写自己的名字，汉字认识很少。”省会市民
于女士的儿子今年 6 岁，9 月就是小学生
了。“听说一些私立幼儿园大班就教写字
和算数，担心孩子到了小学跟不上，所以
想给他在暑假里提前报班学习一下。”

在朋友的介绍下，于女士给孩子报了
一个暑假短期的幼小衔接班。“课程听上
去不错，据说上完可以掌握大多拼音和一
些简单的算数，希望能对孩子入学后的学
习有帮助。”于女士表示。

于女士只是选择幼小衔接班家长“大
军”中的一员。全国幼儿园阶段“去小学

化”已开展多年，但记者发现，幼儿园规范
了，社会培训机构以幼小衔接为名举办的
学前班却火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 7 位孩子即将“幼升
小”的家长，4位家长表示已为孩子报名了
幼小衔接班，2 位家长表示正在犹豫观望
之中。仅有 1 位家长表示不会报名，原因
是孩子上的私立幼儿园大班中包含了幼
小衔接的内容。

火爆的市场让幼小衔接班的价格水
涨船高。“我们这里开设了专门针对‘幼升
小’的冲刺班，重点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
和一些重要知识点⋯⋯”6 月 26 日，记者
拨通了一家位于省会桥西区的幼小衔接
培训班咨询电话，工作人员在电话里热情
地向记者推荐着相关课程。

“我们每天都会按照小学的作息时间
和课程表上课，一天六节课。”工作人员介
绍，他们开设的幼小衔接班主要是强化孩
子语言能力、数学能力以及一些社会适应
能力，培训班为期1个月，学费为1200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幼小衔接班的数量
繁多，学费从数百到上千元不等，学习课
程则以拼音、识字、数学为主。虽然这些
幼小衔接班的价格都不低，但依然受到家
长们的青睐。记者咨询的几家幼小衔接
班，几乎每个机构的招生人员都表示“要

提前报名，晚了就报不上了。”

避免“抢跑”需各方配合，幼小
衔接更应“慢慢来”

很辛苦、压力大、不适应⋯⋯很多家
长都承认超前学习的弊端，但他们也普遍
反映，大家都在提前学，担心自己的孩子
零基础跟不上。

三个月前，省会市民梁女士还坚持自
己的孩子应该零基础入学，自从建了微信
妈妈群，她再也无法淡定。“群里这个家长
说今天儿子上了什么课，那个说今天女儿
做了几道题，我们家孩子还大字不识几
个，越看越着急。”无奈之下，梁女士也报
了幼小衔接课程。“其实很多时候报班是
家长为了给自己买个心安，排解的也是家
长的焦虑。”

“把孩子送进提前教授小学知识的幼
小衔接班，反映了家长对孩子进入小学准
备的重视和关注，但也有偏颇之处。”省教
科所幼儿教育研究室主任杨雅清说，这种
选择和做法违背了幼儿学习与发展的规
律和特点，也打破了幼小衔接的教育规律
与教学设计，很容易使孩子对学习产生厌
倦情绪。

“现在社会上的幼小衔接培训有些变

质，很多都是知识灌输和超前训练。”杨雅
清认为，少数小学的变相入学考试、有些
幼儿园的“小学化”教育以及一些培训机
构对家长“焦虑”的不正确引导，使幼小衔
接人为地神秘化了，幼儿入小学似乎成了
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

杨雅清表示，科学的幼小衔接，需要
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配合。

“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超前教育
的行为应进行严格监管。”杨雅清建议，对
于目前培训机构开展的超前教育培训，有
必要通过法律法规进行明确禁止，并出台
更多可操作性的配套文件让政策落地；对
于无办学资质、教学内容严重超纲的培训
机构，相关部门应严厉整顿。

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的同时，还需转变
家长教育理念。

“更紧要的是让家长理解教育是长线
工程，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场靠‘抢跑’就能
领先的比赛。”杨雅清表示，不同年龄有不
同的心理特征，不同的心理特征适合不同
的学习方式，家长应努力做小学零起点教
育的支持者和监督者，不要做幼儿园教育

“小学化”的鼓动者和胁迫者。
“孩子经过幼儿园学习，已具备了相

应的生理、心理发展水平，上小学是童年
生活的自然延伸，不是一场‘翻山越岭’。”
杨雅清认为，其实幼小衔接中家长更应注
意孩子的作息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而非教
授课程和学习内容本身。“生活就是学校，
家庭就是课堂。利用家庭这个课堂，不但
完全可以实现幼小衔接，而且有利于亲子
关系的形成。”

幼小衔接 “抢跑”就能领先？

本报讯（记者吴韬）记者近日从石家庄
市城管委了解到，该市将根据高温天气情
况适当调整环卫作业时间和作业强度，
35℃以上高温天气，一线环卫职工午后分
类保洁作业时间延迟至16时开始。同时，还
将增加机械化作业频率，减少人工作业。

省会各单位也积极做好夏季高温作业
的防暑降温工作。石家庄市道桥处及时启
动高温应急预案，让施工人员错时施工，缩
短连续施工时间，白天便道维修时间变更
为 7 时至 10 时、16 时至 19 时，并规定高温
红色预警期间除抢险任务外，停止一切维
修作业。石家庄市考评中心规定数字城管
监督员在最高气温 35℃以上、37℃以下
时，当天 11 时至 14 时 30 分和在最高气温
37℃以上、40℃以下时，当天 11 时至 15
时，只采集上报对市民人身安全产生危害
的部件类和突发性急要险重问题，日最高
气温达到40℃以上，当日停止巡查。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 通讯员宋涛、杨娇娇）6 月 26
日，栾城区人民医院对京昆高速井陉段高速上一名患者，
成功进行了空中救援，并将患者送入栾城区人民医院。
目前，患者已病情平稳。据悉，这是石家庄院前急救史上
实施的首次空中救援。

6 月 26 日 13 时 15 分，栾城区人民医院急救站接到
求救电话，称京昆高速井陉段一名患者在行车途中突发
心悸、剧烈腹痛，因高速拥堵急救车辆无法迅速赶往现
场，急需空中医疗救援。栾城区人民医院急救站接到飞
行救援指令后，立刻安排院前急救医务人员檀利娜、毕洪
涛出诊，二人携带急救药品乘坐救护车赶往栾城机场，并
于14时15分乘机出发救援，14时41分直升机抵达救援
现场。经查患者持续性腹痛伴全身大汗，疼痛难忍，为查
明腹痛原因，需即刻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救治。毕
洪涛与驾驶员一起将患者平稳固定在救援机舱内，14时
45分乘机送往栾城区人民医院，飞机上给予相关急救药
品缓解不适。15 时 20 分，患者被顺利护送至医院进行
进一步检查，现该患者病情平稳。

石市成功完成院前
急救史上首例空中救援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6 月 29 日，记者从省中医药管
理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我省
决定开展 2018 年河北省基层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养项
目，在全省遴选120名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执业医师
资格、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人员，进
行为期12个月的培养。

据介绍，此项目采用集中脱产理论培训和临床进修
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其中理论培训 2 个月，以《内经》《伤
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等经典医籍为主，兼有中医药
基础理论知识和适宜技术；临床进修 10 个月，根据学员
所从事专业及个人意愿，分别派往北京、天津、上海和省
内具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和国医大师的三级甲等医
院进修、跟师学习。

根据要求，项目学员所在单位以县级中医医疗机构
为主，可适当放宽至市级中医院、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
县级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学员
在学习期间，原则上不得承担原单位行政管理事务，不得
接受与学习无关的其他任务，不得中断学习。同时，培训
单位将对学员进行考试、考核，成绩纳入学员档案，并报
省中医药管理局备案，对考核成绩不合格者予以通报批
评并追回全部培训经费。

我省基层中医临床
技术骨干培养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高珊）6 月 28 日，衡水市桃城区金域蓝
湾小区的网格员刘凯一早就开始了巡查工作。自今年 3
月桃城区实施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以后，巡查、记录、解
决问题就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

“12 号楼 2 单元一层的消火栓箱内水枪缺失。”刘凯
打开“社区智慧消防管理系统”，通过拍照上传、输入单元
楼号、附上相关情况的文字和语音，向管理系统通报了检
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情况。不到 5 分钟，物业就指派了
工作人员将水枪放在了消火栓箱内。

“自打小区有了网格员，又用上了智慧消防管理系
统，小区的消防安全就像上了保险，我们住得更舒心也更
放心了。”金域蓝湾小区居民刘叔叔对此称赞不已。

网格员在小区内对消防器材进行日常检查，通过“社
区智慧消防管理系统”及时反馈，物业人员负责后台监控，
确保发现一起隐患，解决一起隐患，为业主们筑起一道消
防安全屏障⋯⋯今年3月，省政府颁布实施《河北省消防
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提出要“推进‘智慧消防’建设”“因
地制宜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桃城区消防大队根
据工作实际，创新性地提出了社区消防工作网格化

“0318”模式（零盲区全网格覆盖、三级网格体系、一套智
能管理系统、八项消防工作制度），将桃城区下辖3镇1乡
4 个街道办作为大网格，51 个社区、354 个行政村作为中
网格，中网格内依据道路、居民楼院、村组、社会单位，又划
分出9043个责任片区作为小网格，明确三级网格消防管
理责任，借助智能管理系统，切实保障消防安全。

“以金域蓝湾小区为例，物业经理为网格长，每栋楼
的楼长是网格员，在智慧消防管理系统的辅助下，小区实
施消防设施标准化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消防隐患
管理成效显著。”桃城区消防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桃城区已实现了三级网格的全覆盖，智能管理系统也在
不断推广之中。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6 月 28 日，以健康扶贫、救助
先心病儿童为主题的“爱心筑梦公益行”活动在平山县人
民医院启动。从即日起至今年底，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将
联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我省革命老区的先心病
儿童进行免费筛查，对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儿实施全免
费救助治疗。

据介绍，此次活动首先在石家庄市辖区内的17个革
命老区县（市、区）展开，之后将逐步扩大到其他设区市。
根据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安排，河北医大一院将派出爱
心普查专家团队，赴革命老区县（市、区）对当地患儿集中
进行先心病免费筛查。对符合救治条件的患儿，河北医
大一院负责研究制定治疗方案，及时实施免费介入或手
术治疗。其中，患儿治疗费用除大病医保报销外，剩余费
用由医大一院申请爱佑基金与春晖慈善基金进行救助。
此外，省老区建设促进会还将对每个接受救治的贫困患
儿家庭补贴1000元交通生活费。

“爱心筑梦公益行”活动启动

革命老区先心病儿童
可享受免费救治

35℃以上高温天气

省会环卫工午后作业
时间延迟至16时开始

6 月14日，省教育厅和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河北、北京、天津分局在保定市唐县第
三小学启动 2018 年南水北调中线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专项行动。图为唐县第三小学的
孩子们在防溺水宣传条幅上签字。 记者 尹翠莉摄

6 月 26 日，在
霸州市“幸福小院”
内，廊坊市第四人
民医院的志愿者为
老人们测量血压。

霸州市“幸福
小院”成立于2016
年 12 月，是一处让
空巢老人、家庭生
活困难老人集中生
活、相互扶助，集生
活、娱乐等功能于
一体的公益活动基
地。目前，共有 23
户困难家庭的 36
名老人在“幸福小
院”共享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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