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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中学习安全知识
昨天，当青年报记者走进学校的

操场，孩子们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与课堂上的纸上谈兵全然不同的
是，现场仿佛是一场人声鼎沸的安
全教育嘉年华。在工作人员的精
心筹划下，现场分为了三大功能区
域。在舞台区，孩子们进行着消
防逃生、急救互救等常用安全技
能 的 游 戏 竞 赛 类 活 动 。 在 体 验
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通过互
动游戏及设施来传授儿童道路安
全知识和汽车安全知识，并用互动
游戏给孩子们讲解正确使用安全带
的重要性。而在兑奖区，成功参加
完所有体验活动，并安全通过知识

“考核”的孩子们还收到了主办方精
心准备的奖品。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最受孩子
们欢迎的莫过于体验区了。整个体
验区又被细分成了十个主题区，在
急救互救体验区，孩子们在讲解员
的指导下学习止血包扎、骨折固定
等基础急救技能，还学习简易担架
的 制 作 及 伤 员 搬 运 的 知 识 与 技
能。“遇到紧急情况，眼前只有一块
被单和两根竹竿，你该如何有效利
用？”孩子们面面相觑，好在在志愿
者讲解员的现场解说中，孩子们跟
着依样画葫芦地将被单穿在两根
竹竿间，不一会儿一个简易担架就
成功完成了。

孩子家长共同学习更有效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引入社会

资源来做安全教育主题课，效果非常
好。”在记者采访中，来自民办沪东外
国语学校的朱劲校长表示，学校的很
多孩子每天都是由家长开着私家车
来上下学，学校又是在小区里，无论
是行车安全，还是儿童安全，都有很
多值得注意的知识和细节。课堂上
和家庭中的“说教”远不及孩子亲身
体验来得有效。

在安全带与儿童座椅体验区，孩
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了解12周岁

以下不同年龄段儿童体验使用安全
座椅及安全坐垫的重要性。“很多家
长觉得孩子年龄稍微大一些，不配备
安全座椅也没关系，但其实在安全系
数方面会相差很多。”朱劲校长举例
说道，孩子们在参与安全带与儿童座
椅体验区后，能够明显感觉到，由于
年龄太小，如果不坐安全座椅，安全
带可能会卡着脖子，而如果坐在安
全座椅或坐垫上，整个人被抬高了，
安全带就能保护住整个胸口，行车
途中的安全系数就一下子升高了。

“孩子们可能自己本身并不知道有
安全座椅，但是自己体验后，就会主
动和家长提出，这样也能加深家长的
重视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也被作
为学校的家长开放日，让三年级的
100多位学生家长一同体验。在醉
酒状态体验区，家长们体验到了因
为醉酒导致的意识和行为不能统一
的感觉，感受酒后驾驶的危险性，也
在和孩子一同体验的过程中提高安
全意识。

整合志愿者资源提供专业服务
活动的顺利举行，也离不开志愿

者团队的专业服务。记者注意到，此
次活动，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
中心整合了延吉街道的优秀志愿者
团队资源，包括延吉社区志愿服务中
心的陈家逸志愿者团队、上钢社区热
心骨干志愿者及上海理工大学的志
愿者们，并提前三天进行了专业的志
愿者培训后。

在活动现场，一支白发志愿者团
队特别引人注目。原来，他们都是
来自延吉街道陈家逸志愿者团队
的志愿者们，都是延吉街道的退休
居民。志愿者钟阿姨告诉青年报
记者，居民志愿者都很热衷于参与
这样的公益活动，“一方面，老人们
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就
特别高兴，感觉很有活力。另一方
面，经过前期培训，我们自己也掌
握了很多自救互救的急救知识，可谓
是一举两得吧。”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本报讯 10月7日是第三个国际
面瘫日，由宅医送全国公益联盟发起
的国际面瘫日成果暨“‘面对面’全国
面瘫患者医援计划”公益项目启动，
并开通了沪上首条面瘫患者干预热

线，上海新科医院作为沪上唯一参与
该项公益计划的医院，将为符合援助
条件的各类面瘫患者提供公益援
助。患者可以到院出示身份证、贫困
证明等材料或经上海新科医院官方
网站、面瘫患者社会干预热线021-
52562311平台提交申请。

沪上开通首条面瘫医援热线

移动儿童安全体验营亲子齐参与
国庆小长假刚刚过去，小长假中发生的几起青少年伤

害事件让青少年的安全教育再次成为社会、家长和教育部
门关注的热点。为减少和防止青少年安全事故的发生，昨
天，在上海民办沪东外国语学校举办的“移动儿童安全体
验营”活动，给780余名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安全
教育主题课。据悉，本次活动系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AXA安盛联合发起主办的移动安全体验营系列活动之一，
由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及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
务中心共同承办。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公益日历

10月青年社会组织活动一览
时间

10月1日 10：00-18:00

10月2日 9:30-11:30

10月6日 13：00-16:40
10月6、7日
10月9日-10月19日
10月9、10、11、12、13、16、20、
23、26、27日

10月10日、11日

10月11日 14：00-15：30
10月11、18、25日 10:00-12:00
10月11日上午
10月12、26日隔周
周一晚19:00-21:00
10月14日 13:00-16:30

10月16日14:30
10月23日14:30
10月17日 9：00-10：30

10月17日 9：00-10：30
10月17日 14：00-15：30
10月17日
10月17、30日上午
10月17日 13：30-16：00

10月18日 9：00-10：30
10月18日 14：00-15：30
10月18、25日 14:00-16:00

10月19日-10月22日
10月19日-10月22日
10月19日隔周
周一19:00-21:00
10月22日 13:00-16:30

10月24日 9：30-11：00
10月24日 14：00-15：00

10月24日 9：30-11：00
10月24、31日
10月24日 14：00-16：30

10月24日-12月12日
10月24日-12月12日
10月24日-12月12日
10月24日-12月12日
10月25日 14：00

10月25日 9：00-11：30

周六 10:30-11:30
周一、三 12:00-13:00
周四 18：30-19:30
周六 9:15-10:15
周二 19:00-20：30
周二 11:50-13:20
周日 12:00-13:30
双休日提前预约
周四 11:30-13:30
10月31日

10月31日 9：30-11：00
周四 18：30-20：00

周六 15：00-17：00

地点
上海临港世界文化博览会中国馆

闸北区少儿图书馆（汾西路261弄24号）

醉白池公园
青浦区练塘古镇/陈云纪念馆
西藏日喀则
东林中学、六灶中学、龚路中学（梦想中心）、
国和小学、杨园中学、黄路中学、孙桥中学、
齐一分校、新云台中学、蔡路中学
上海第二届家博会

浦东 成山路833号
静安书友汇(威海路870号)
青浦区消防队
静安书友汇(威海路870号)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11号复旦科技园大厦
一楼一点咖啡
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民办厚才小学

闸北-共和新路 延长中路755号6楼多功能
厅 孕妇
青浦-徐泾 盈港东路2138号
青浦-重固 重固镇大街211号（百合幼儿园）
青浦区练塘古镇/陈云纪念馆
北菁园梦空间
水电路1412号虹口图书馆（三楼剧场）

虹口-四川北路 海伦路505号
闵行-吴泾 宝秀路555号二楼会议室
静安书友汇(威海路870号)

贵州黎平县
安徽黄山、江西景德镇
静安书友汇(威海路870号)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11号复旦科技园大厦
一楼一点咖啡
金山-朱泾 浦源路83号朱泾指导站
浦东 成山路833号360妇幼VIP国际皇冠月
子会所
杨浦 市光三村164号多功能厅 孕妇
青浦区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朱家角古镇
凉城路465弄60号（凉城新村街道党建服务
中心）
曹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三林镇世博家园市民活动中心，4楼
高桥镇文广活动中
川沙皖蓼小学
虹口区工人文体活动中心影剧场(飞虹路
528号3层)
甘河路110号岳阳医院8号楼3楼多功能报
告厅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585号一楼舞蹈房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586号一楼舞蹈房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587号一楼舞蹈房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588号一楼舞蹈房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589号一楼舞蹈房
愚园路青年中心1051号
青浦区赵巷社区创新屋

闸北-天目西路 天目中路749弄53号一楼
黄浦区 江阴路101号南京东路社区文化中
心5楼形体房
上海市 黄浦区西藏南路181号光明中学
16楼

活动名称
上海临港世界文化博览会中国馆
10月1日汉文化主题活动

“百万幸福家庭行动”之“爱生爱，美生
美”青少年家庭互动体验工作坊
醉白池公园国庆汉服文化活动

“小红军体验营”第4、5期
爱传递•再生电脑教室
2015国际尊严日——“自尊自爱 我是友
善敬业小使者”上海地区活动志愿者招募

上海第二届家博会传统文化走进社区文
化展示
快乐分娩与健康美丽坐月子
《春秋左传》读书会
“小青团”亲子阅读会
《诗经》读书会

第四期上海创谷创业大赛初赛项目路演
活动

“向日葵计划”——随迁子女抗逆力提升
项目
温柔“无触不在”

养成良好习惯从饮食开始
爱与沟通

“小红军体验营”第6期
“小青团”亲子阅读会
艾助健康-中医教你学会腹部自我按摩
百病消公益讲座
孕期保健与0-3岁护理
孕期保健与0-3岁护理
【文汇—新知国学公益精品课】系列——
杨逢彬：我们今天怎么读古书
爱传递·再生电脑教室
爱传递·再生电脑教室
《礼记》读书会

第五期上海创谷创业大赛初赛项目路演
活动
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和处理
孕期安全与胎儿发育

温柔“无触不在”
“绿色诚信 百年基石”诚信寻访活动
艾助健康-我会泡四季养生茶公益讲座

曹杨街道——爱心暑托班
三林镇——爱心暑托班
高桥镇——爱心暑托班
川沙皖蓼小学——阳光课堂
小孩大艺术重磅活动：吉莉恩·沃尔夫中
国巡讲
艾助健康-按按捏捏百病消小儿推拿公
益讲座
塑身纤体课程
瑜伽

拉丁
肚皮舞

非洲鼓
肚皮舞
青浦区“小鲁班”社区创新屋创意制作竞
赛活动
认识你的新宝宝
空手道

空手道

志愿者指导孩子体验使用安全坐椅及安全坐垫的重要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