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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暑期是孩子们美好的假期。
然而，离开了学校的监管和相对封闭的
环境，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孩子安全问题
成了不容忽视的“焦点”。每年暑期，总
有溺水、交通等意外事故发生，令人痛惜
不已。

现在，暑假已过半，但安全这根弦仍
须绷紧。那么，如何保障孩子们度过一
个安全、快乐、健康的暑期？这应该是家
庭、学校和社会各方共同的责任。每一
个孩子既是“家庭人”“亲属人”，也是“国
家人”“社会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需要家长、学校以及相关部门携手助力、
尽职尽责，合力拧紧暑期“安全阀”。

保障孩子的暑假安全，家长应尽好
监护人的首要职责。对家庭而言，孩子
的安全几乎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虽
然，有不少家长忙于工作，缺乏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监护责任。但只要有心，
总能挤出时间来陪伴子女。比如说，减
少一点自己的娱乐时间，不要总沉溺于
自己的饭局，也不要总是做“低头族”
等。其实，在与孩子互动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亲情的快乐。因此，在孩子的暑期
安全问题上，既不能因忙于工作就顾之
不及，也不能怕孩子吵闹就放任自流。
大多数孩子遇到危险都是因疏忽和不重
视造成的，尤其是外出时，一定要把孩子
放在视线之内，及时制止危险举动，否则
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祸。在不能亲自看
护孩子的情况下，应委托可信任的人进
行看管。此外，还要有意识地和孩子多
做有关安全的交流，培养孩子的安全避
险意识，帮助孩子掌握一定的自救技能。

学生安全大于天，学校的教育职责
不能“放假”。在强调教书育人时，千万
不能忘了“要把安全健康放在首位，然后
才是成长成才”。假期中要不断创新学
校与社区、家庭的联动机制，学校应定期
追踪了解学生的假期生活，强化家长和
学生的安全预警意识，让学生懂得自尊
自重自爱，不断提高对未知风险的警觉，
不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同时，要主
动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可采取短
期的项目培训、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暑
期活动，通过开展应急演练或模拟情节

预演，进行安全教育、急救和逃生知识的
“公共补缺”，并将安全教育课程化、常态
化，从而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生命意识，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

暑期安全涉及方方面面，亟须补齐
公共责任的“短板”，构建“社会共治”的

“立体防护网”。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为确
保孩子们的暑期安全而迅速行动起来，
在发通知、“提醒”强调重视安全问题的
同时，主动切断各类危险源，提高“安全
指数”，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多做些实
事、好事。比如巡查河流和水塘边警示
标牌和安全设施是否完好、栏杆是否结
实、道路、公共场所有无各种会危及孩子
安全的隐患……始终要做到防患于未
然，营造一个安全的大环境，千万不要

“亡羊补牢”。此外，政府也应制定公共
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包括社区、慈善机
构、相关企业等，在假期为“散养”的孩子
提供看护服务。

对于孩子们的暑期安全，怎么强调也
不过分。唯有社会各方守土有责、未雨绸
缪，才能使孩子们的安全得到更多保障。

合力拧紧暑期“安全阀”
□缘份天空

簌，形容眼泪纷纷落下的样子。暑
期，本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假期，又为何成
了“簌”期？答案显而易见——孩子们的
暑期安全存在诸多问题。暑期，当家长
忙于工作，孩子往往独自在家，或与三五
好友相约出游。由于大部分孩子还是未
成年人，对安全认识存在诸多短板和“盲
区”，容易导致悲剧酿成，孩子们心之所
向的欢乐暑期，便成了家长们的“簌”期。

安全举措，孩子应从自身做起。每
个个体都是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人，因
此，每位孩子都要身体力行，首先学会自
我保护和自我防范。在交通安全方面，
一定要走斑马线，切忌在马路上追赶打
闹，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在居室安全方
面，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记住110报警热
线；在使用空调、电扇等家电时也要注意
使用安全；在意外伤害方面，不要和同伴
们玩危险的游戏，外出时一定要告诉父
母。类似这样的安全提示还有很多，孩

子们要把这些内容牢记在心中，用实际
行动，守护自己的暑期安全。

安全教育，家长和学校需时刻重
视。我们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安全
教育亦是如此——“勿以年小而不教”，
家校必须重视安全教育。家长应该从小
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让他们知道什么
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什么是有危险的、
怎样做才是安全的。同时，要做好带头
示范，不要带着孩子开快车、闯红灯。学
校在培养孩子文音体美全面发展的同
时，也千万不要忽视安全教育。除了在
家里，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是最多的，所以
学校方面要从平时抓起、从小抓起，将安
全教育具化成多个细小点，每天向孩子
们灌输一二，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把安
全防患培养成伴随一生的好习惯。

安全救援，每一个市民都应望风响
应。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则故
事：吕玉在回家乡的途中，碰到一艘客船

在江中损坏，落水的人号呼求救，而岸上
的人却都在看热闹，谁也不愿出手相
救。吕玉将自己身上的银子拿出，告知
众人去救那些落水者，只要救成便把银
两分于众人，须臾间，一船的人都被救
起。只见被救者中有一人，是吕玉的亲
弟弟，其在出门寻找吕玉的路上不慎淹
于水中，又被吕玉捞救回一命。这则故
事带给我们启示，每个人在平时都应该
有见义勇为的胆识和担当，在自己能力
范围内去帮助、救助他人，说不定在付出
的同时，也能意外地成就自己、收获惊
喜。

“开开心心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一句简单的宣传语却道出了孩子暑期安
全的根本。安全工作，任重道远，“志之
所趋，无远弗届。”只要我们每个人心中
牢记“安全”两个字，积极去做安全工作
的生力军，暑期便仍是暑期，“簌”期永不
将至。

勿使欢乐的暑期成“簌”期
□富士山人

尽管已经多次强调孩子暑期安全问
题，但悲剧却仍在上演。一起接一起的
儿童安全事故再次向家长敲响警钟。

对于家长而言，首先一定要“紧绷一
根弦”。家长要将安全教育的功课做足，
经常教育孩子珍惜生命、珍惜健康、遵守
规则、提高自身防范意识。比如告诉孩
子不能私自下水游泳，不能到没有安全
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深水域戏水；告诉孩
子，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发生，怎样理性地
自救和求助他人，防止遇到危险时孩子
盲目施救或手足无措。

二是“大手拉小手”。作为家长来
说，也要注意防治一些肉眼可见的风险，
尽量消除家里的安全隐患。比如及时切
断电源、燃气等有害气体及时关闭阀门
和明火，收起尖锐物品或者放在儿童摸
不到的地方。通过一系列必要措施将安
全隐患遏止在摇篮里，让孩子能过一个
安全又快乐的假期。

三是“画好同心圆”。社会各界都有
责任、有义务参与到孩子们暑期的安全
防范中来。城管队员要加强片区巡查，
发现可疑人员时要提高警惕，遇到走失、
迷路的孩子要及时报警，积极主动地助
其寻找家人。大家齐心协力，为守护孩
子的安全画好同心圆。

——小咪叽

为了确保孩子们能过一个安全、健
康、快乐的暑假。首先，家长必须紧绷安
全管理这根弦。平时在家的时候，家长
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让
孩子多掌握些安全常识，并要对孩子进
行用电、用火等常识的教育。

此外，家长不应在安全管理上抱有
侥幸心理。我们有些家长对孩子的安全
管理也许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这
样或那样的事故离他们似乎很“遥远”，
多年来，在孩子的管理方面“我们都这样
做的，不也没出什么问题吗？”这种侥幸
的心理是十分有害的，如果事故一旦发
生，那可就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了。所以，家长一定要消除麻痹思想，做
到防患于未然。

再则，家长应做好安全管理的第一
监护人。家长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和监
护意识，加强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
出游玩时的管理，经常进行预防溺水等
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
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同
时，家长们要严禁未成年子女进入网吧、
营业性歌舞厅和游戏机房观看、阅读、浏
览不健康影视、书报和不良网站。要注
意饮食卫生，不食不洁、霉变食品，避免
引起食物中毒等症状。

——木可

近日，关于小朋友在暑假里出现安
全事故的新闻此起彼伏。有的是溺水，
有的是从高楼掉下来，让人揪心不已。
究其原因，一部分原因是家长的疏忽大
意，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孩子们无人看
管。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到暑假，
如何管好两个孩子就成了异常头疼的问
题。学校已经放假，送培训班需要家长
挤出大量的时间接送；送长辈家则没办
法管好孩子的作业，暑假容易荒废；带着
孩子一起上班又影响工作；让孩子自己
呆在家里又容易出安全事故……

而今年的暑假，这种担心一下子就
被解决了。因为我们单位里开办了一个
小小的暑托班。每一个家里有孩子，有
托管需求的家长们AA制出钱请了一位
家教老师来单位负责管着这些小屁孩。
孩子们就在身边，不用我们去照顾，作业
也能按时完成，上班也安心了不少。

我身边的很多家长都很羡慕我们单
位有这个托班。他们想有，可是单位领
导没有同意或者没有组织，自己也不好
提。将心比心，作为家长，真心希望政府
能有相关的政策条例出台，引导每一个
单位在暑假组织开展托班，可以把暑假
孩子们的安全事故降到最低，也能让祖
国的花朵更茁壮成长。

——姜盈

孩子们的暑期安全

观点集萃

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曾住在塞纳
河畔多年，用画笔记录下塞纳河的点
点滴滴，他的作品和事迹成为人们来
到巴黎的主要原因之一。元朝著名画
家黄公望先生也曾隐居于富春山水，
留下旷世之作《富春山居图》。因为一
幅画、一出戏而爱上一座城的故事，古
今中外仍在不停上演。

当前，随着富阳融杭脚步不断加
快加深，高品质升级发展的诉求日益
强烈，富阳传统文化深厚但挖掘不足、
缺少提炼亮点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怎
样打造好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这一核
心品牌，成了城市文化建设亟需考虑
的问题。

文化+创新驱动，引发热点大事
件。文化与产生文化的时期有密不可
分的联系与黏度，脱离年代的文化很
容易丧失活力。传承富春文化，绝不
是简单复古，也不应盲目排外，而是辨
证取舍、推陈出新，用创新元素驱动富
春文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演绎转
化。具体来说，富阳市民对公共空间
活动需求日趋多样化，利用富春江滨
水公共空间，可以打造富春山居品牌
时装秀、动漫展、水幕电影等活动，呈
现丰富多元多媒体的文化体验。这些
演出能引发网络热点，起到极大宣传
和推广作用。

文化+产业融合，创建消费新场
景。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有很大兼

容性，在与商贸、旅游、体育、艺术等产
业融合后，相互促进、协同共生、能产
生高附加值和多样体验式的消费。例
如从体育产业看，利用富阳富春江黄
金水道的优势，和亚运场馆北支江水
上中心建设，发展游艇、划水、动力滑
翔伞等水上运动；从艺术产业看，利用
富阳山水如画的特色资源吸引艺术
家、艺术院校共绘现代富春画卷，打造
艺术家部落、文创艺术街区，定向孵化
画廊甚至艺术品交易平台。文化和产
业结合，将呈现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文化+服务下沉，营造基层共享
圈。文化活动是老百姓喜爱的生活方
式。惹人驻足观看的购物街商演、深
受社区喜爱的送清凉纳凉晚会、年轻
人拍个不停的街头抖音直播，每个人
的文化口味不同，有阳春白雪也有下
里巴人。攀登文化高地，要让老百姓
真真切切感受到文化福利。富春山
馆、区文化中心等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起来后，有关部门就要充分利用好这
些平台，多多举办便民、利民的文化推
介活动。只有大家共同参与、集体获
益，才能让富春文化更深入人心。

“富春山居图”这个文化 IP，要在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不妨给这道文化
菜加点创新、产业、服务等调味料，走
出一条文化+的融合发展道路。期待
因一道文化菜，爱上一座富阳城，从今
日正式“开始营业”。

给“富春山居图”加点调味料
□冯启航

有人说，城市没有了游商摊贩，那
么这个城市会缺少养分和活力。诚
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城市发展中
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过来
说，正是因为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机
遇，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奋斗、来追
梦，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的游商摊贩。
商摊贩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为
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作族们提供了不可
或缺的养分，或许这才是他们存在的
最大价值和“屡剿不灭”的真正原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存在中的不合
理。游商摊贩占道经营，占用的是公
共场所和城市道路，影响市容，有时更
会造成交通不畅。占道经营本质上是
在挤占其他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及政府
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游商摊贩所贩
卖的食品，在安全性上政府部门是缺
乏有效监管的；此外，与有固定场所的
经营者相比，他们拥有无需房租、摊位
费的“优势”，在价格上直接影响了正
当经营的经营者，会扰乱市场秩序，造
成更多的人去从事无证经营，某种程
度上会出现“劣币逐良币”的趋势。

为了治理游商摊贩，城市管理者
们也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从疏堵结
合、设立便民服务摊点及自产自销点，
到重拳打击占道经营行为，可谓“软硬
兼施”，可却不得不佩服摊主们的顽强，
也不得不感慨城管们的执着和无奈。

治理游商摊贩，并非一衙之力、
一日之功就能成功。归根结底，它是
一个民生问题，需要智慧和坚持不懈
的努力。一来我们要用正确的心态对
待摊贩及城市管理者，尤其利用好疏
堵结合的方式，对游商摊贩转型就业
既要予以支持帮助，也要对其违法行
为有所劝导阻止；同时也要理解城市
管理者的工作不易，少些嘲讽，多些理
性；另一方面，我们要从更高的格局看
待游商摊贩，它最佳的解决方法还是
依靠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些年明显可
以感受到富阳从撤市设区以来的变
化，大都市新型城区已呼之欲出，如果
街头巷尾，主路商圈仍旧是游商摊贩，
显然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因此治理
小摊贩需要智慧，坚持不懈的努力，久
久为功，方能成仁。

理智对待城市中的游商摊贩
□盛何钢

随着“三铁三高三快速”为架构的
都市交通圈日渐清晰，秦望“城市眼”、
杭州富春湾新城等城市核心区逐步成
型，富阳的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作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促进文创产
业创新，让富春文化“带得走、行得远、
叫得响”，才能大力发掘富阳文化底
蕴、文创因子，为这座杭州都市新城增
添时代魅力。

坚守品质、追求创意。近年来，借
助综艺节目的传播效应，以故宫博物
院为代表的博物馆类文创掀起了一股
文创热，通过开设线上销售，全国数家
博物馆的全年文创产品销售都超过千
万。出色的销售成绩，让人看到了文
创资源的价值，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
一些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有的文创
产品质量出现瑕疵，引起了消费者的
不满，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创一旦在品
质上产生落差，不但对经济效益产生
影响，更会对背后的传统文化形象造

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富春文创发
展必须以坚守自身的品质为基础，质
量精良、创意出众，才能赢得人们的青
睐，才能持续带来稳定效益，才能“带
得走、行得远、叫得响”。

创新传播、拓宽渠道。随着“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的范围不
断扩大，传播渠道也日趋多元化。如
今文创的价值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认同，但也面临着如何走进公众的问
题，唯有不断拓宽传播渠道，才能让创
新文化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目前，
富阳应以紧抓“之江文化产业带富春
发展极”启动建设这一契机，以开展百
花大会、江鲜大会、味道山乡大会等一
系列创意、创新活动为依托，积极打造
符合“文化主题+创意转化+市场价
值”特点的物质化产品为载体，才能让
富春文化打下更加深厚的底蕴，进而
向远方的客人讲述富阳故事，传播富
阳好声音。

让富春文化
带得走 行得远 叫得响

□孙彰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