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淀是北京基础教育阶段办
学规模最大的区，共有171所幼儿
园，163所中小学， 在校学生约34
万人，占全市的五分之一。校园安
全稳定始终牵动着几十万家长的
心，社会各界群众高度关注。

“如果说教育是为祖国的明
天培育花朵， 那么， 教育的安全
就是保证祖国的花朵都能在安全
的环境中健康茁壮地成长。” 刘
红在海淀教育系统工作36年， 作
为主管全区教育安全工作的负责
人， 她始终关注着海淀每一所学
校和幼儿园的安全工作。 她深刻
意识到学校幼儿园安全工作离不
开各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
她主动协调， 加强与公安综治等
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争取社
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 共同维护
海淀教育安全的稳定。

勤奋敬业 拧紧安全
的发条

“刚接手安全应急工作时，
一起学生在课堂上的误伤事件，
深深震动了我。” 刘红深刻地意
识到， 学生处在朝气蓬勃的青春
时期， 活力无限， 也最容易因为
矛盾引发伤害 ， 而一旦造成伤
害， 有些结果是不可逆的。

“教师是课堂知识的讲授
者， 更是课堂安全的维护者， 不
仅需要优秀的教育教学本领， 更
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有效的处理
方法； 需要责任心、 智慧， 更需
要沉着、 果断。 学校坚持在推进
课程教学 、 育人模式变革的同
时， 更要拧紧安全的发条， 把安
全工作落到实处。 家长的关注、
社会舆情的导向等等一系列与之
相联系的方面， 有一个点的工作
没有做牢、 做实， 都将引发雪崩
式的连环效应。” 基于这些考虑，
刘红不仅想得比别人多， 而且干
得比别人多， 她不仅是指挥员，
更是一名战斗员。

刘红为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倾

尽心力 ，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 她埋头苦干、 忘我工作， 凡
事争取主动、 提前谋划， 经常是
事前部署到位， 事中步骤到位，
事后效果到位。 各个节假日、 重
大活动 、 重要时期 、 寒暑假期
间， 也是刘红最忙的时期， 召开
安全工作部署会、 开展督查、 配
合各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安全主管不仅是一个职
务， 更体现了一种责任。” 这是
刘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海
淀教育系统工作30余年， 在她心
里， 海淀的每一名学生、 每一所
学校都是她的亲人、 她的家。 为
了让孩子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健康茁壮地成长， 她付出了超于
常人的努力。

“我要感谢学校的保卫干部，
是他们筑起了校园第一道防线。 ”
但是，当出现安全问题时，刘红会
毫不留情地进行严肃批评：“今天
我对你心慈手软， 明天可能就会
有更大的事故！”

源头管理 形成内外
联动的“大安全”

除了抓好日常监管外， 刘红

还深刻意识到比处置安全事故更
为重要的是源头管理， 只有关口
前移， 从管理上强化组织领导、
推进统筹联动， 健全机制， 才能
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需要
转换理念。 过去， 强调的是对学
生加强安全教育。 如今， 刘红希
望更多要强调 “教育安全” 的概
念。 她认为教育要在 “大安全”
的背景之下全覆盖、 全容纳。 对
外要与属地街镇、 公安、 综治等
部门密切配合， 形成联动； 对内
要加强课堂教学、 学生活动、 食
堂、 网络等多部门的安全管理意
识 ； 海淀区的每所学校 、 幼儿
园 ， 从党政主要领导至每位教
师 ， 都要逐一签订 《安全责任
书》， 自上而下， 层层落实， 压
实责任， 把 “管行业管安全、 管
业务管安全” 的要求落到实处。

学区管理是海淀教育的一大
特色。 海淀区教委根据29个街镇
分布 ， 成立了17个学区管理中
心。 刘红在工作中和大家一起逐
步摸索， 多方研讨， 创建新型安
全管理模式。 海淀教育建立了教
委、 学区、 学校三级管理的立体
化教育安全防控体系， 由教委统

筹， 明确部门职责， 学区负责对
学校幼儿园指导、 协调、 检查、
督查， 学校幼儿园党政正职是安
全工作第一责任人， 加强自检自
查， 落实安全要求。

海淀区教工委、 区教委成立
了17个由处级干部牵头的安全专
项检查组， 督促学区学校幼儿园
完善落实安全管理要求。 刘红还
开拓思路，联合市区公安部门，依
托海淀区教育党校， 请公安大学
警察学院等专家教授， 从反恐防
暴等方面对安全主管干部进行理
论及技战术培训， 加强对教育系
统约2500名安保人员的培训。

创新思路 把风险点
融入舞台情景剧

2018年 ， 刘红主持制定了
《海淀区中小学、 幼儿园平安校
园建设工作方案》 《海淀区教育
系统安全工作考核办法 （试行）》
等多项安全工作方案， 意在加强
学校安全工作组织领导， 落实安
全工作责任制， 及时全面排查、
清理和整顿校园内安全隐患， 努
力创建一个管理有序 、 防控有
力、 整改迅速、 环境安定、 校风
良好的安全文明校园， 确保学校
在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及生活秩
序中稳步发展。

如何能让学生从内心喜欢学
习安全知识并运用到生活中， 需
要创新。 而将 “应急文化+安全
教育+亲身参与” 融为一体的安
全教育的创新模式， 正是刘红要
寻找的安全教育新亮点。 在她的
主导下， 海淀区教委推出了国内
首创的中小学生安全教育舞台情
景剧———“百校百剧”。 由专家把
关安全知识点和风险点， 学生们
通过舞台情景剧的艺术表现形式
展现了遇到地震、 踩踏、 火灾、
交通事故、 校园欺凌、 电信诈骗
等问题时如何自救自护。

“百校百剧” 的创作过程得
到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

纯昌教授等安全专家的关注， 闪
教授亲自参与审定安全知识点，
展演时做出点评。 目前， 区教委
已推出40部中文剧及10部英文
剧， 并在全区学校幼儿园播放。

“希望百校百剧不仅要让北
京及全国的孩子们受益， 更要推
向 ‘一带一路’ 的各个国家， 让
世界各国的孩子们都能通过喜闻
乐见的方式学习到安全知识， 学
会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刘红说。

春风化雨 疏解家长
的不良情绪

从事安全工作要宵衣旰食，
有精心地布防， 也要随时准备应
对突发情况的发生。

前不久， 一所幼儿园家长打
110报案， 认为孩子被老师体罚。
家长的描述与社会上之前一家幼
儿园的伤害事件有颇多相似之
处。 公安部门通过调取监控， 缜
密排查， 发现并没有家长所描述
的情况， 排除了家长的疑虑。

然而， 公安部门的结论并不
代表安全管理工作也随之结束。
家长的不良情绪也是教育安全的
隐患， 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 也
必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像滚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

“现在许多年轻家长都属于
高知阶层 ， 有着极强的自我意
识， 对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有
着极大的渴望， 但他们也是一代
独生子女， 并不十分了解幼儿心
理生理特点， 对一些社会不良舆
论偏听偏信， 缺少包容理解和与
人沟通的智慧。” 因此， 刘红要
求幼儿园对家长同样要进行晓之
以理、 动之以情的教育疏导， 帮
助年轻家长了解幼儿成长的心理
特点， 引导他们正确教育孩子，
伴随孩子一同成长。

在刘红看来，这就是“教育安
全”，既有刚性的约束，对教育主
体加以保护； 也需要有春风化雨
的功夫，才能体现教育的本质。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海淀区教委副调研员刘红
刚柔并济 用心守护孩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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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90后团队8个月拼出一座万达广场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万达广
场近日正式开业。 工程从开工筹
备再到开业， 绝对工期仅8个半
月。 由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山西
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庆平、 项目经
理马壮率领的团队攻坚克难， 完
成了各项施工建设任务。

“万达广场的项目一般工期
就在13个月左右， 关门日期不可
能改 ， 这一下子砍掉1/3工期 ，
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 中建一
局山西分公司副经理刘庆平说。

运城万达广场项目经理马壮
是刚刚年满 30岁的东北小伙 ，
2018年已经是他在中建一局工作
的第8个年头， 先后参建过5个大
型项目， 该工程是他参建的第二
个万达广场项目。

盘点项目部的人员构成 ，

1988年出生的马壮竟然排名靠
前， 项目部员工绝大多数都是90
后， 甚至是95后。

身为技术部长的邵奇今年只
有26岁， 最初他只是一名普通技
术员。 2018年6月开始， 因为工
期压力和万达集团的严苛管理，
项目一些有过万达经验的员工纷

纷离职， 邵奇成为当时技术部仅
存的一名员工。

“我就要体会下万达的项目
我能不能干！” 这是邵奇来项目
之初的豪言壮志。 即便面临如此
的困难， 他选择留下来， 每天头
上点着风油精提神干工作。 从一
个最初只会画图的理工男， 到一

个对接业主、沟通施工队的全才，
邵奇的一句话让马壮放心：“哥，
你放心，我一定能扛下去。 ”

如今的邵奇因为万达项目化
茧成蝶， 不仅担负起总工和技术
部长的职责， 还因为表现出色获
得了公司的优秀学员称号。

1994年出生的辛雪松被同事
们戏称为 “地下室之王”。 干过
三个万达广场的他始终负责地下
室部分的工作。 哪个位置是什么
机房？ 目前设备安装情况如何？
面对这些问题， 小辛都能对答如
流。他有一个习惯，在每个机房门
口贴上进度计划表， 每一项之间
都有关联，完成一项勾去一项，确
保能随时掌握工程进展。

相比辛雪松的“称霸”地下，
左鹏则对地上部分了如指掌。 楼
座中哪些地方完工了， 哪些地方
进展慢，都装在他的脑里。每天给
工人布置任务， 都要明确时间节
点和任务细节， 就连犄角旮旯的

便捷小路怎么走他都一清二楚。
马壮手机的微信运动上， 长

期占领封面的人不是辛雪松就是
左鹏。 “哥俩比着走， 每天至少
3万步 ， 全都是在现场走出来
的。” 马壮说。

这群90后用每天17个小时的
工作时间和每周21万步的数据，
建造了一个运城万达。

从项目进度计划表上的时间
安排足可见团队的时间紧迫 。
2018年10月30日采光顶封闭、 室
内装修完成； 11月30日外装、 机
电安装完成； 12月3日消防验收
完成； 12月13日竣工备案完成。
正是有项目年轻人的 “狼性” 精
神才让整个项目得以顺利完成。

项目临近收尾时， 现场还残
留大量装修垃圾， 项目部组织男
职工扛着扫帚和铲子开展义务劳
动。 大家分区分片， 每天18点吃
完饭， 19点开始义务劳动， 直到
23点30分左右才收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