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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要记牢，不要一人离家校。

放学不是亲人接，要向老师去报告。

遇到生人来问道，不要靠近有礼貌。

生人送礼又请客，坚决拒绝快走掉。

防拐骗 防走失

商场里，人真多，找不到妈妈真难过，
对陌生人不要讲，售货员阿姨、保安叔叔来
帮忙。广播找人“最最快”，千万不能乱跑开。

公园里，景物多，找不到妈妈真难过，
站在原地不要动，等着妈妈来找我，来找我。

大街上，车辆多，找不到妈妈真难过，
不哭不闹不着急，找到警察叔叔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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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侵害

饮食安全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的胸，这是我的腰，
这是我的屁屁，这是我的身体，自己身体要保
护，屁屁不许别人摸，亲吻摸摸都不许，都不许。

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穿穿好，里面
不许别人摸，亲吻乱摸都不许。

小秘密，放心中，面对妈妈不要藏。有人
欺负要讲出，告诉爸爸妈妈不害怕。

一日三餐，营养要均衡，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吃少。

饭前要洗手，养成讲卫
生的良好习惯，健康饮食。

不能暴食暴饮，容易损伤
肠胃。

多饮用白开水，少喝饮料
特别是碳酸饮料等。

不乱吃小零食和地摊上的
食物，不购买无生产日期、无
质量合格证以及无生产厂家的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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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安全

色彩鲜艳的文具含铅量高。越鲜艳的
文具意味着可能含铅量越高。铅会对人的
神经、造血、消化、肾脏、心血管等多个
系统造成危害，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
有毒重金属。

香味文具可能有毒。某些添加香料的
劣质文具是用工业原料调和出来的，含有
甲醛等多种对人体有害物质。

涂改液会挥发有毒物。涂改液中含有
苯、烯等有毒物质。有毒物质会通过呼吸
道被人体吸收，对人体造成伤害。

增白作业本会伤眼。特别白的作业本
里含有大量的荧光增白剂，长期使用这样
的作业本，会影响孩子视力。荧光剂被人
体吸收后，还会加重人体肝脏的负担。

注意饮食卫生，饭前便后勤洗手。勤剪指甲不喝生水，
不共用餐具和洗漱用具。嘴里有伤口或长疮时，要避免聚餐，
以免病毒从伤口直接进入血液。

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吐唾沫，不正
对着别人打喷嚏。  

如果发现有同学得病了，要及时隔离，以免传染给班
上的其他同学，隔离治疗时一定要在通风比较好的房间里，
要经常通风换气、勤晒被褥。接触病人后要洗手。

要注意合理的饮食，平时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果，
加强锻炼和户外活动，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

春秋气候冷暖无常，要根据气候变化增减衣物，以保
暖适合为好。

在流行病高发期，外出时最好戴口罩。
定期参加体检，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并根据自己的

身体状况参加各种疫苗的注射。
消灭苍蝇和蚊子。

传染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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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在家时，要关好门窗、锁好防盗门、院门，防止
不法分子潜入。 

当有人敲门时，一定要问清来意，不给陌生人开门；
当坏人欲强行闯入，可到窗口、阳台等处高声喊叫邻居或
打报警电话。

不要玩火，不用明火照明。
不要站在高凳上，不在阳台、窗口附近攀爬。
做饭时，燃气不要猛然开大，做饭时不要离人。燃气

灶旁不要有易燃物体。不会使用燃气做饭就不要开燃气。
洗澡时，远离热水瓶、烧水壶。先加冷水，再加热水，慢
慢调控水温。煤气、电磁炉等不用时，应关上总闸或开关。

不可玩弄剪刀、刀叉或其他尖锐工具。这类工具不用
时要整理好放在抽屉或柜子里。

低年级同学不要独自出门，高年级的同学出门要向爸
爸妈妈说明去向和同伴姓名，按时回家，不外宿，不留同
学在家过夜。

放学后，值日生要
关闭教室电源。

不要用手或导电物
（如铁丝、钉子、别针
等金属制品）去触探电
源插座内部。

不用湿手触摸电器，
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独自居家安全
用电安全

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
要用力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电
线的绝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切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
棍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
切断电源的方法优先考虑关闭电源总开关，当电源开关离
触电地点较远时，可用绝缘工具（如绝缘手钳、干燥木柄
的斧等）将电线切断，切断的电线应妥善放置，以防误触。

不破坏用电设施，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
插头等。哪怕安装灯泡等简单的事情，也要先关断电源，
并在家长的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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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宿舍内乱拉电线和使用大功率
电器，不在床头充电或使用用电设备。

不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不焚
烧信件杂物，禁止吸烟。

离开房间时，应关掉电器和电源开
关，拔掉插头。

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
老师报告，尽快加以消除。

绳索自救法
家中有绳索的，可直接将

其一端拴在门、窗挡或重物上
沿另一端爬下。过程中，脚要
成绞状夹紧绳子，双手交替往
下爬，并尽量采用手套、毛巾
将手保护好。

匍匐前进法
由于火灾发生时烟气大多

聚集在上部空间，因此在逃生
过程中应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
匍匐或弯腰前进。

毛巾捂鼻法
火灾烟气具有温度高、毒

性大的特点，一旦吸入后很容
易引起呼吸系统烫伤或中毒，
因此疏散中应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以起到降温及过滤的作用。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自救

棉被护身法
用 浸 泡 过 的 棉 被 或 毛

毯、棉大衣盖在身上，确定
逃生路线后用最快的速度钻
过火场并冲到安全区域。

毛毯隔火法
将毛毯等织物钉或夹在

门上，并不断浇水冷却，以
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
从 而 达 到 抑 制 火 势 蔓 延 速
度、增加逃生时间的目的。

被单拧结法
把床单、被罩或窗帘等

撕成条或拧成麻花状，按绳
索逃生的方式沿外墙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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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

远离水库、河流、池塘、大海等野外水域，
绝不独自或结伴到野外水域游泳、玩水。

严禁私自下水游泳，学生游泳必须有大人陪
同并带好救生圈，游泳时不要在水中长时间憋气。

严禁私自外出钓鱼。水边的泥土、沙石长期
被水浸泡，很松散，有些水边还长满了青苔，一
踩上去即使不滑入水中也有被摔伤的危险。

到公园划船或坐船时必须要坐好，不要在船
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尤其是乘坐小
船时不要摇晃，也不要超重，以免小船掀翻或下沉。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要及时
报警或者呼叫大人，可向落水者抛掷木板、救生圈等
物品。

遇到恶劣天气（阴雨天、大风天、雾霾天等），
最好不要坐船，也不要在船上玩。

如果不慎滑落水中，应吸足气，拍打着水，大声
地呼救。

当自己特别心爱的东西，掉入水中时不要急着去
捞，而应找大人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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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安全
步行时要选择人行道，

靠右侧行走。按指示灯通行，
不边看手机或边听音乐边走
路。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过
街天桥，不闯红灯，不翻越
护栏。

不在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上打闹、玩耍、跑跳。

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在后排座位，系好安全带，4 周岁
以下坐儿童安全座椅。

乘坐公交车、校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要遵守规则，有
序上下车，不在车厢内打闹，不把手和头伸出窗外等。

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
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

不携带易燃、易爆、强腐蚀性等违禁物品乘车。

不坐无牌照等黑车，如选择校车，上下学必须乘坐正
规的校车，并签署协议。

乘坐电动车不要站在前面的踏板上，不可以超载。

步行及骑车安全

骑车安全
12 周岁以上才可以骑车

上路；16 周岁以上才可骑符
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
路，且时速必须控制在 20 公
里 / 小时以内。

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或
与机动车抢行，转弯时减速
慢行。

不脱把骑车，不跳车，
不扒车，不并排骑车，不互
相追车耍酷。

乘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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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如果尝试了第一口毒品，一旦染上毒瘾，你的
人生悲剧就会从此开始：染上毒瘾会导致记忆力衰退、营
养严重不足、抵抗力下降、多种疾病发生。此外，青少年
吸毒不仅给自身带来极大的危害，还会造成家破人亡、亲
人反目，乃至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引发刑事犯罪。
同时，青少年吸毒又会助长和刺激毒品犯罪，并且不断腐
蚀其他无辜青少年陷入吸毒、贩毒和其他违法犯罪的泥潭，
可谓是“一人吸毒，社会遭难”。

毒贩们常用的手段和借口：免费尝试；毒品并不可怕，
吸一两次不会上瘾；有钱人才吸毒；吸毒时髦、刺激、好
玩；吸毒提神解乏；毒品“可以减肥”。更有甚者趁你不备，
暗下毒手。

如何自我防卫、预防毒品？

1、拒绝毒品，从拒绝吸烟、喝酒开始。

2、不要随便进入治安环境复杂的场所，如歌舞厅。

3、要有警觉戒备意识，对诱惑提高警惕，采取坚决
拒绝的态度，不轻信谎言。如不轻易和陌生人搭讪，不接
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出入娱乐场所，要有家长陪
同，不随便离开座位，离开座位时，最好有人看守饮料和
食物等。

4、不要滥用药品如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

5、遇到无法排解的事端或问题，首先要设法寻找正
确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沉溺其中，自暴自弃，更不能借
毒解愁。

远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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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躲避、免受违法犯罪行为侵害为
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提倡与违法犯罪分子
面对面搏斗。

上下学最好是结伴而行。

走路要走大路，天黑不要走街穿巷。

一旦被坏人纠缠，要冷静与其周旋，
并设法向路人或警察求助。

日常穿着、言行要注意，财不外露是
关键。

防不法侵害

上下楼梯靠右行，不要拥挤，礼让慢行。不在楼
道内嬉戏打闹。

手工课、美术课要求使用刀、剪、针、锤等工具时，
才能将其带到学校。在课堂上使用这些工具时要小心谨
慎，防止划伤、刺伤自己或前后的同学。

课间活动不要做危险的游戏或动作，观看别人进
行体育活动，要注意自己的位置是否安全，避免飞来的
篮球、足球等伤及自己。

防磕碰。不要在教室中追逐、打闹，做剧烈的运
动和游戏，防止磕碰受伤。

防坠落。不要将身体探出窗外，不要摇动、攀爬
走廊护栏，谨防坠楼。

校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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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抗争 勇敢说“不”
在遇到勒索、敲诈和殴打时不害怕，要敢于抗争，

勇敢说“不”。因为这些拦截的不良少年大多和受害
者同龄，他们所实行的第一次拦截往往都是一种试探。
如果此时在心理上就被对方所压倒，任其欺压，那么
这样的第一次妥协其实就纵容、鼓励了拦截者，就会
带来更不良的后果。因而，有效防范校园暴力的第一
要诀就是“不怕”。但是要注意避免激发对方暴力升级，
导致眼前吃亏。

及时报告 寻求帮助
勒索、敲诈经常是同暴力紧密联系的，提倡“不怕”

并不意味着希望大家逞一时之勇，那样可能容易造成

远离校园欺凌 保护自己

不必要的伤害。因此，要及时向学校、家长报告。第一次
遇到拦截后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对方的目的是否得
逞，如果一味害怕而忍气吞声，或是不想宣扬，会在无形
中助长对方的气焰，使得对方以为你软弱可欺，往往会导
致新的勒索、敲诈和殴打事件的发生。

要搞好人际关系，慎重择友。
一个有广泛、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不容易成为勒索、

敲诈和殴打的对象。对已经受到暴力侵害的学生要多加安
慰，但不应鼓动或煽动其找人来报复，以免引起更大的争端。

对于施暴者：
施暴者给他人带来伤害，要承担治疗甚至赔偿费用，

还会受到学校老师的严肃批评教育，甚至无法继续完成学
业。如果施暴行为带来严重后果，即使未成年也会受到法
律的惩罚。那些常在中小学打架，特别是加入到暴力帮派
的学生，很多最终都走上了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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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衣着朴素，不戴名牌
手表和贵重饰物，不炫耀自己
家庭富有。

不旷课，不夜不归宿。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
相鼓励，互相促进，互相谦让，
方为朋友。

谨慎交友 网络安全

合理控制上网时间，不沉迷
网游，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
良信息。

不说脏话，不辱骂欺诈网友，拒绝网络暴力，文
明上网。

不随便点击陌生网址或链接，保持警惕心，以防
中毒或上当受骗。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透露个人相关信息，不随
意约见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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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过度沉迷
于网络游戏会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危害：

生理方面，上网时间过长，大脑高度兴奋
容易产生系列复杂的生理变化，并诱发心血管
疾病、焦虑症、抑郁症和视力方面的问题。

道德方面，沉迷网游者缺少现实中与人交
往的能力，加之缺乏道德自律，容易在网游中
放纵欲望。

心理方面，沉迷网游后，难以控制上网冲动，
学习注意力不易集中，记忆力减退、逻辑思维
较迟钝，容易自我封闭，为人冷漠，人格异化。

行为方面，网瘾青少年的人格易发生变化，
为了持续上网，他们往往不择手段，不惜欺骗
父母、偷窃、抢劫等。

防止沉迷网络游戏，我们可以这样做：

在家上网就用闹钟给自己定时。

每次上网前确定自己的目的并定下时间，完

成这个目标就下线并想好另一件要办的事情。

邀请朋友帮忙提醒、督促。

培养更广泛的兴趣爱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时刻鼓励自己，进而引发出对学习的兴趣。

及时向家长和老师求助。

向沉迷网络游戏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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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考题诈骗
犯罪分子针对即将参加考试的考生拨打电话，称能提

供考题或答案，不少考生急于求成，事先将好处费的首付
款转入指定账户，后发现被骗。

QQ 冒充好友诈骗
利用木马程序盗取对方 QQ 密码，截取对方聊天视频

资料，熟悉对方情况后， 冒充该 QQ 账号主人对其 QQ 好
友以“患重病、出车祸”“急需用钱”等紧急事情为由实
施诈骗。

微信伪装身份诈骗
犯罪分子利用微信“附近的人”查看周围朋友情况，

伪装成“高富帅”或“白富美”，加为好友骗取感情和信任后，
随即以资金紧张、家人有难等各种理由骗取钱财。

微信发布虚假爱心传递诈骗
犯罪分子将虚构的寻人、扶困帖子以“爱心传递”方式

发布在朋友圈里 , 引起善良网民转发，实则帖内所留联系方
式绝大多数为外地号码，打过去不是吸费电话就是电信诈骗。

典型电信诈骗手法防范诈骗

不要贪图钱财。

不要轻易托人代购各种贵重物品。

同情心不可泛滥。

中小学生在自己不被骗的情况下，还
要告诫父母、（外）祖父母不可贪小便宜，
永远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

各种骗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抓住你
的需求，下诱饵使你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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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节目中奖诈骗
犯罪分子以《我要上春晚》等热播栏目节目组的名义

向受害人手机群发短消息，称其已被抽选为幸运观众，将
获得巨额奖品，后以需交手续费、保证金或个人所得税等
各种借口实施连环诈骗，诱骗受害人向指定银行账号汇款。

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电话诈骗
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拨打受害人电话，以事

主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洗钱等犯罪为由，要求将其资金转
入国家账户配合调查。

网络购物诈骗
犯罪分子开设虚假购物网站或淘宝店铺，一旦事主下

单购买商品，便称系统故障，订单出现问题，需要重新激活。

植入获取银行账号、密码和手机号的木马，从而进一步实
施犯罪。

二维码诈骗
犯罪分子以降价、奖励为诱饵，要求受害人扫描二维

码加入会员，实则附带木马病毒。一旦扫描安装，木马就
会盗取受害人的银行账号、密码等个人隐私信息。

以上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青少年中常见的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形式和手段，犯罪分子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伴随新的社会热点，诈骗手段和方法还会不断翻新变化。

警方提示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护好个人相关
信息，不要盲目轻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要轻易点
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涉及钱款往来一定要核准信息，不断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防骗识别能力，免受电信诈骗犯
罪的侵害。切记，如果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 110 报警。

随后，通过 QQ 发送虚假
激活网址，受害人填写好
淘宝账号、银行卡号、密
码及验证码后，卡上金额
即被划走。

伪基站诈骗
犯 罪 分 子 利 用 伪 基

站向广大群众发送网银升
级、10086 移动商城兑换
现金的虚假链接，一旦受
害人点击后便在其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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