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5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
一个为 7 个省份 10 个县的教育局局长、 学校校长进行培训的培

训班正式开班。 让人意外的是，开班仪式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两个
小学生，出席的领导则陪在了两边。

“我们的项目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今天两个孩子坐在中间，因为
他们的利益最大。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汪文斌表示。

汪文斌提到的项目是基金会的“伊利方舟”项目，一个为儿童安
全、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的公益项目。 而此次启动的正是项目第七
期总结交流暨第八期启动培训班。

致力于儿童安全的机构、 项目当然应该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但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能让参与的孩子坐在前排中央的又有几家机构几个项目呢？安全
工作千头万绪，学校想要进行安全教育该从哪儿着手呢？ 作为家长，有
能力有方法考察学校安全、和孩子一起进行安全实践吗？

儿童安全涉及方方面面，该如何查找安全隐患、提出应对措施、进
行防范教育并进行监管？

■ 本报记者 王勇

伊利方舟：

一个扎准儿童安全“穴位”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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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南来了

如果有一套指南，能够一一
对照去检查、完善校园的安全情
况，儿童安全自然就不会停留在
口头上了。 然而，现有的教育体
系内并没有这样的指南。

“很多时候，我们的儿童安
全工作还是一种‘抚摸’， 不是

‘扎针’，既没有‘扎到穴位’，也
没有‘针’。 ”汪文斌表示。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伊利
方舟” 项目拿出了一套指南，这
就是《方舟全息图》。

“《方舟全息图》就是一个诊
断图，给校园安全看病。 只有看
出病在哪里，学校才能组织力量
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保障孩子
的安全。 ”汪文斌表示。

《方舟全息图》囊括了对校
园周边安全、 校内外交通安全、
校园设施安全、教学活动与管理
安全、师生身心健康、校园公共
卫生与食品安全、 校园保卫安
全、校园消防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假期安全等十个版块的
评价指标。

每个版块都列出了具体的
安全隐患类型、应对措施、防范
教育内容、监管制度等四个维度
的内容，并设置了评分标准。

其中自然灾害的应对，就列
出了 5 项应对措施、2 种防范教
育形式、6 项监管制度。

“对照《方舟全息图》，我们
查找了安全隐患，还按照指导每
月开展一次安全教育主题活
动。 ”河北省大名县马头小学校
长朱建锋表示。

“平时学校校长抓安全都是
讲的多，认为讲了就是抓了。 其
实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安全工作
靠讲是不会完全做好的，必须去
抓一些实在的东西。 抓什么呢，
《方舟全息图》 给了全面的回
答。 ”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中心
学校副校长李增民强调。

《方舟全息图》出炉记

如此实用的《方舟全息图》

是怎样出炉的呢？ 这离不开“伊
利方舟”项目对儿童安全工作的
长期坚持。

“伊利方舟”项目由中国西
部人才开发基金会联合内蒙古
伊利集团设立于 2012 年， 一直
通过集中培训、实地回访、物资
捐赠、 创新活动等一系列举措，
支持各地开展儿童安全教育和
治理工作。

“一个社会孩子的安全都保
证不了，遑论其他。 ”汪文斌强
调，“我们要通过项目实施保证
儿童的安全， 促进他们的成长，
最终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

据项目官员何悦悦介绍 ，
2012年到 2015年，项目开展了全
国性的儿童安全教育培训， 并资
助各地学校开展安全教育。 2016
年开始，为了帮助学校形成自主、
可持续的儿童安全教育模式，项
目开始研发“方舟全息图”。

“我们依托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和基金会自身的优势，邀
请了专家和学者， 在总结前期项
目经验的基础上， 推出了方舟全
息图 1.0版。 ”汪文斌表示。

为了使方舟全息图更接地
气、更实用，在“伊利方舟”第六
期儿童安全专题研修班上，项目
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老师
以及专家学者一起对方舟全息
图进行了修订。

“要让儿童乐用、老师能用、学
校愿用、条件可用，必须和学校、老
师一起不断磨合。 ”汪文斌表示。

在结合“伊利方舟”实施学
校的实践反馈之后，项目正式推
出了方舟全息图 2.0 版。

打造“安全生态校”

当然，有了方舟全息图并不
等于学校就会自动变得安全。 为
此，项目提出了在方舟全息图指
导下，建设安全生态校的要求。

学校根据方舟全息图梳理出
安全短板、弱项和缺漏，根据问题
的轻重缓急， 把学校的所有的因
素、条件和资源进行优化，将人、
财、物、技能、群体、个体、家庭统
筹起来，形成解决问题的机制，让

学校成为一个有机的安全生态系
统，这就是安全生态校。

怎样才能让学校积极参与
呢？“我们采用了以公益撬动体
制的方式，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
签订协议，保障工作的落实。 ”汪
文斌表示。

而在实践中，这一工作也受
到了地方教育部门的欢迎。

“2018 年，我县开始实施‘伊
利方舟’公益项目，以‘伊利方
舟’安全理念，在 19 个小学积极
开展安全生态校建设工作，并将
创建‘生态校园’纳入我县学校
安全工作的整体规划中。 ”大名
县教体局副局长袁玉玲表示。

道真县则将项目纳入到了
学校的年终考核中，根据考核情
况还发放了“伊利方舟”补助经
费 122000 元。

有了工具，还要让学校学会
使用工具。 为了让学校真正能够
懂得如何去做，项目设计了四级
培训机制。

每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培
训，重点培训教育系统的领导、学
校的校长等。 培训合格的他们成
为项目的“安全导航师”。 项目会
把所有培训的材料完整的给到他
们，再开展县、乡、校的三级培训。

除此之外，项目组还会开展
送教回访、 观摩互动等活动，以
强化“伊利方舟”实施的末端神
经和指尖功能。

“在接受培训之后，我们充
分利用了项目提供的安全大礼
包，开展了各项安全行动，现在
隐患越来越少了。 ”朱建锋强调。

“以前学校也开展安全教育，
但很多时候会流于形式，孩子、家
长印象都不深刻。 现在学校的活
动才是切切实实开展了， 我们的
安全意识也提高了。 ”大名县北关
小学学生家长马秀景表示。

学校的安全教育不再是单
纯的宣讲，“比起平时枯燥的课
堂，安全课更好玩，让我更加兴
奋。 ”内蒙古克一河小学三年级
的李禹博表示。

目前，“伊利方舟”项目已经
建立了 309 所“安全生态校”，培
养了 300 多名儿童安全导航师，

通过回访、培训、演练、活动，使
得全国 20 多万名孩子的安全意
识和安全能力得到了提升，安全
健康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今年

“伊利方舟”的实施县从之前的 8
个扩大到 10 个。

实施“七彩帆”行动

在建设安全生态校的同时，
为了让家长也参与进来，2018 年
春节期间，项目还设计实施了“七
彩帆”行动。“儿童安全，不能少了
任何一个孩子， 也不能缺席社会
任何一个方面。 ”汪文斌强调。

行动通过发放、组装七彩风
车， 完成任务的形式让学校、学
生、家长都参与进来。 项目赋予
黄、绿、紫、橙、红、蓝、粉七种颜
色的帆叶不同的寓意，同时在每
种颜色的叶片上还分别设置了
小任务。

比如，橙色代表“团圆”，任务
设置是拍一张带风车的全家福，
再想想为爱你的人做哪几件事。

“我们把‘七彩帆’活动中的
视频、 图片发到了各班的家长
群，很多在外打工的家长看到了
在春节期间都回到了家乡。 ”朱
建锋表示，“这是送给我们农村
留守儿童最好的节日礼物。 ”

大名县制作了《爸爸妈妈
回家过年》公益宣传片。 视频中，
家长们手拿“亲爱的宝贝，我也
想你，我答应你，今年回家过年”
的牌子，让人感动不已。

据汪文斌介绍，活动共发放
了 28 万个纸质风车， 电子风车
点击量达 170 多万人次，参与者
覆盖了 200 多个地市。

“活动打通了学校、家庭和
社会，成为链接师、生、亲的桥
梁。 指导家长学会在春节团聚期
间以正确的方式和孩子相处，像
专家一样爱孩子。 ”汪文斌强调。

更多学校更多孩子更多未来

随着安全生态校的不断建
设，项目对儿童安全的关注领域
也越来越宽。

在调研中，基金会发现很多

学校的学生中餐单调、搭配十分
不科学，为了让学生吃得安全营
养，从 2018 年秋季开始，基金会
与天津科技大学合作，组织专家
研发了“健康食谱”。

目前，健康食谱已经在大名
县 50 所小学推开使用， 惠及学
生 2.4 万人。

与此同时，安全生态校们在
按照项目要求开展工作之外，也
在探索新的工作方式。

今年 5月 8日，大名县举办了
以《防溺水宣讲，助方舟远航》为主
题的大型网络直播活动， 全县约
16 万师生通过网络直播收听收
看，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 7万余人
通过手机观看了现场直播。

“这不是伊利方舟项目的活
动，但大名县是以‘方舟’的名义
开展的，显示出‘伊利方舟’项目
的安全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汪
文斌强调。

“伊利方舟”已经形成了“爱
心企业捐赠、 公益组织实施、地
方政府支持、 社会各界助力、布
点学校组织、 家庭社区联动、全
体儿童受益”的项目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孩子们成长起来了。

2018 年 10 月秋天， 内蒙古
克一河小学十几名同学，在没有
家长陪同的情况下来到了河北
大名县实验小学，这两个“伊利
方舟” 安全生态校的孩子们，在
方舟安全理念的指引下，走出校
门，在实践中“学安全”。

“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
发现自己、认知自己、保护自己、
挑战自己。 ”克一河小学副校长
王洪艳强调。

这正是“伊利方舟”的理念，
不仅讲“安全”，更多的是意识的
培养、能力的提升、全方位的成
长， 让孩子们有不怕风险的勇
气，有不惧困难的信心，有笑对
未来、拥有梦想的资本。

“专业、专门、专注，让我们的
项目能够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
则，一直走下来。 ”汪文斌表示。

6 年的探索， 通过“伊利方
舟”项目，基金会已经为儿童安
全织了一张严密紧实的“全域
网”，架起了一座连接家、校、社、
师、生、亲的“立交桥”，铺就了一
条社会各界助力的“宽航道”。

“我们用了六年时间来孕育
这一项目，现在是‘杨家有女初
长成’了。 ”汪文斌在培训班上动
情地表示，他强调下一步要把项
目做到大而强、深而透、新而优，
推向社会、推向全国，让更多孩
子受益。

据汪文斌介绍，项目将指引
各个生态校，把他们的活动和做
法进行精选、总结、提炼，汇编成

“伊利方舟安全生态校案例集”，
以让全国更多的乡村小学，共享
伊利方舟的成果。

“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
打造中国最大、世界知名的儿童
安全公益品牌。 ”汪文斌强调。

“七彩帆”行动打通了学校、家庭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