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8 日，“伊利方舟”八周年公益活动举行，《中小学校园安全
评估指标体系———伊利方舟全息图》正式出版面世

八年时间可以做些
什么？ 对于地球来

说，只是时间长河里的一瞬；
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却足
以让他长大成人。

而对于儿童安全公益项
目‘伊利方舟’来说，则意味着
走进 25 个省、32 个市、40 个
县，助力建设 500 余所‘伊利
方舟安全生态校’， 培训 300
多名安全导航师，30余万孩子
从中直接受益。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源于 ‘伊利方舟’ 始终坚持
‘用尊重和专业一起守护孩
子成长’，探索出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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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的
项目路径。

2020 年 12 月 8 日，‘伊
利方舟’ 八周年公益活动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南
校区举行，项目成果之一《中
小学校园安全评估指标体
系———伊利方舟全息图》正
式出版面世。

‘这是送给学校、孩子、
社会的一份公益礼物。 希望
它能够成为校园安全工作的
大辞典， 成为学校查找安全
漏洞的对照表， 让更多中小
学校和孩子受益。 ’中国西部
人才开发基金会副秘书长马
景表示。

爱心和专业的力量叠加
在一起， 帮助学校建立起具
备适应性、 可持续发展的儿
童安全建设模式， 同时推动
家庭、 社会对儿童安全教育
的重视和参与， 帮助儿童学
会自我保护，‘伊利方舟’在
儿童安全领域已经树立起一
座里程碑。

““

■ 本报记者 王勇

新闻
２０20．12.1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10 News

八年不懈
用尊重和专业守护孩子成长

儿童安全问题
需引起高度重视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是祖国
的未来， 儿童的安全关乎祖国下
一代健康成长。但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国家的儿童安全事件仍旧频
发，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安全问题，
还有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安全问
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每年都有
不少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 这不
得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2020 年， 受新冠疫情的影
响，一些孩子在家的时间比平时
增多，缺少了学校的监督，孩子
们自主的时间大大增加，可能存
在各种安全隐患，这其中既包括
水、火、电、煤气等引发的身体安
全事故，也包括疫情可能对孩子
内心的侵扰和影响。

儿童安全时时刻刻牵动着
全社会的心，那么，如何才能让
儿童健康成长，免除各种安全隐
患的威胁呢？

2012 年，中国西部人才开发
基金会和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了儿童
安全公益项目“伊利方舟”，项目
通过集中培训、实地回访、物资
捐赠、 创新活动等一系列举措，
开始支持各地开展儿童安全教
育和治理工作。

探索公益、社会效应
最大化的实现路径

安全问题千头万绪，项目该

如何实施才能最大化的保障儿
童的安全呢？

“我们认为，校园安全问题
最重大，校园安全教育最方便最
有效； 知险才能防险、 避险、消
险，提高意识和能力才能保障安
全；真正的保护是让儿童学会自
我保护； 安全与安全感不可或
缺，让儿童在心理上免除恐惧和
不安；安全是为了成长，成长是
为了实现梦想；通过学校影响孩
子，通过孩子影响家长、通过家
长影响社会， 通过社会影响政
策，是伊利方舟公益效应、社会
效应最大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
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汪
文斌强调。

汪文斌表示，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8 年来， 我们联合政府、
企业、社会、学校、家庭，为儿童
安全编制了一张“全域网”；我们
在《伊利方舟全息图》指导下建
设“安全生态校”，为儿童安全打
造了一个“主阵地”； 我们联通
家、校、社，连接师、生、亲，为儿
童安全架起了一座“立交桥”；我
们坚持科学、 意识和能力并举，
身心健康同步，为儿童安全塑造
一个“多面体”；我们探索符合儿
童特点、符合校园实际、符合科
学规律的儿童安全解决方案，拓
展了儿童安全的“宽航道”；我们
追求“安全、成长、梦想”三位一
体，形成儿童安全的“新理念”。

尊重和专业让项目越走越远

汪文斌提到的《伊利方舟全

息图》是一套比较完备的中小学
校园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有
效为学校和教师提供科学的安
全指导方法。

安全是校园的头等大事，出
不得一点差错。 但是它涉及的方
面太多太广太细了，难免有考虑
不周和力所不及的地方。

“校园安全有许多法规和指
引，但是具体到我们学校的安全
究竟怎么做呢？ 别人的药方也不
一定能治我们的病。 ”河北省大
名县台臣小学老师张芳杰表示。

如何才能让学校可以自己
去做好安全工作，而不是仅仅靠
“伊利方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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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
方舟全息图”。

2016 年，项目推出了“伊利
方舟全息图”1.0 版，为了使“伊
利方舟全息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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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方舟全息图”
进行了修订。

2017 年修订升级为 2.0 版。
2020 年， 基金会正式启动对 2.0
版的修订工作，最终形成现在的
《中小学校园安全评估指标体
系—伊利方舟全息图》， 面向社
会公开发行。

“《伊利方舟全息图》充分吸
收专家学者意见，根据新的形势
以及实施学校的反馈，逐步完善
而成。 ”马景表示。

《伊利方舟全息图》涉及校
园周边环境、 师生身心健康、校
园公共卫生与食品、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等 10 个模块， 分别涵盖
安全隐患、应对措施和防范教育
3 个维度，评测结果以“雷达图”
形式呈现，帮助学校直观了解和
评估总体安全状况。

“这本《伊利方舟全息图》可
以让我们给自己的校园做体检、
找病根、开药方，解了我们的燃
眉之急。 ”张芳杰表示。

各地学校对照《伊利方舟全
息图》做体检，画出雷达图，全面
评估、自我诊断、发现问题、查缺
补漏，调动学校人、财、物，制定

出专属解决方案，逐步优化和完
善……截至目前， 项目创建了
500 余所“安全生态校”，为全国
32 个市、40 多个县区培训了 300
多名儿童身边的“安全导航师”。

“全息图和生态校，就是我
们校园安全的两大法宝。 ”河北
省大名县教育体育局股长杨立
仁表示。

尊重学校和儿童的自主性、
能动性，用专业的力量去武装他
们，“伊利方舟”为公益和教育事
业探索出一条高效可复制的新
路径。

积极抗疫开启新征程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 2020 年
的新冠肺炎疫情，《伊利方舟全
息图》 特别新增了重大疫情应
对、线上教学活动安全、师生心
理安全等和形势非常贴合的板
块，对新问题的指导性极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
儿童作为特殊群体，在呵护他们
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关注他们
的心理健康。

“最好的保护是教会孩子学
会自我保护”，2020 年初，基金会
组织“伊利方舟”各项目实施校
的师生，在安排好家庭学习生活
的同时，积极抗疫。 小朋友成为
了疫情防护宣传员，时刻提醒着
家人“勤洗手、少出门、戴口罩”；
他们用纸折成方舟， 用图画、文
字、照片、视频，表达心声，传递
到祖国各地。

3 月 30 日，“全国中小学生
安全教育日”，“校园方舟———我
的新船票”系列主题活动又引发
了各地“画船票、做船票、拍船
票”的热潮，“新船票”帮助大家
在开学前做好心理调适、工作准
备、 个人防护；“方舟云中七策”
更是为各地中小学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学习生活指引。

从 11 月 25 日到 29 日，“伊
利方舟”十县百校“一线牵”，同
上线上系列心理安全课； 在线
下，基金会配送防疫“方舟百宝
箱”， 引导支持各校开展心理安
全活动，齐心抗疫，强健心理。

在“伊利方舟”八周年公益
活动现场，自中科院心理所发展
与教育心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
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
教授候瑞鹤为老师们讲述疫情
下的心理建设， 通过视频直播，

“伊利方舟” 将安全的理念和知
识，传递给了更多学校。

“知险才能防险、避险、消险，
有意识有能力才能保障安全。‘伊
利方舟’经过 8 年的探索和实践，
形成了独特的理念和成型的体
系，建设生态校、培育导航师、研
发全息图， 希望这些探索能够为
全国的中小学校提供有益有效的
参考和借鉴， 把校园建设成为安
全的港湾。 ”汪文斌表示。

“好项目，要持续做下去。 我
们会一如既往支持‘伊利方舟’
公益项目，会号召身边人去关注
和支持‘伊利方舟’。 众人划桨开
大船， 在更多人的携手努力下，
一定能推动这艘航船驶向更广
阔的远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
主任、教授赖德胜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