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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什么是森林草原火灾？森林草原火

灾的特点和危害有哪些？怎样预防

森林草原火灾？1 月 13 日，全省教育

系统森林草原防灭火集中宣传教育

暨信息化教学活动启动仪式在木里

藏族自治县中学举行。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崔昌宏参加仪式并讲话。

此次活动，以“每天播放三分

钟、森草防火记心中”“严禁野外用

火、守护绿色家园”为主题。各地各

校将持之不懈开展森林草原防灭

火每天放学前 3 分钟、放假前“最后

一课”、开学前“第一课”教育活动；

继续扎实开展森林草原防火“上一

堂课、开展一次主题班会、办一期

黑板报、印发一张宣传挂图、写一

篇主题作文、给家长写一封信”的

“六个一”活动；继续落实好《告学

生家长书》《宣传挂图》发放和回执

留存工作，组织开展“五不准”“十

不准”背诵默写，将森林草原防灭

火安全知识列入考试（测试）内容，

让安全防范意识入脑入心、外化

于形，让每一位学生管好自己的双

手，不玩火、不用火，同时带动每位

家长懂得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

性和相关知识。

启动仪式上，木里城关小学五年

级5班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堂名为“每

天三分钟 守护青山绿”的森林草原

防火教育展示课。老师和学生一起演

示了“四川教育安全应急指挥系统安

全教育平台”使用方法，通过该平台

观看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学习防火

知识。该平台是教育信息化的具体应

用，涵盖森林草原防灭火教育、校园

消防安全等众多内容和视频课程，将

从木里县开始试用，并逐步向其他森

林草原火灾高危区、高风险区甚至全

省推广。

据介绍，过去的一年中，全省教

育系统扎实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集

中宣传教育。近 26 万份藏汉、彝汉、

汉文简易宣传挂图（教室用）已进入

每间教室，186 万余册《中小学森林

草原防火教育读本》免费分发到各地

各校，云课堂视频（课件）下载点播量

达到 2500余万人次。5万余名中小学

森林草原防灭火教育骨干教师在线

参培，70 余万教职工在线学习相关

课程。森林草原防灭火手抄报评选活

动如火如荼，总投稿量达 57.8 万余

件。此外，全省《生命·生态·安全》教

材已修订完毕，即将于今年春季学期

投入使用。

启动仪式前后，崔昌宏还走进西

昌宁远学校、西昌航天学校、木里县

下麦地乡小学，实地调研学校森林草

原防灭火教育开展情况。

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凉山

州、西昌市、木里县教育行政部门相

关负责人，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参加启动仪式和调研。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1 月 13 日，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成员；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

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昌宏前往

木里县专题调研该县森林草原防

灭火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树牢“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抓实抓细森林草原火

灾防范工作。

崔昌宏首先来到木里县森林草

原防灭火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慰问工作人员，了解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和细则，观看了木里县森

林草原防灭火专题片，随后召开座

谈会，听取了木里县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教育厅作为省森林

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将贯

彻落实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

治各项工作，按照《2021年省森防指

成员单位包县联系督导工作方案》

要求，从今年 1 月至 6 月，每月前往

木里县督促指导森林草原防灭火专

项整治工作。同时，教育厅也将加强

全省教育系统森林草原防灭火集中

宣传教育和信息化教学工作，增强

学生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意识，

入脑入心、外化于形，让学生管好自

己的双手，不玩火、不用火，同时带

动家长懂得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

性和相关知识。

会议强调，为有效预防和扑救

森林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

森林资源安全，要严格落实省政

府 2021 年森林防火命令，适时发

布禁火命令，严格野外火源管控，

实施分区精准管控，依法落实防

灭火责任，强化宣传教育，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切实做好森林草原

防灭火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成员、木里县委书记张振国，教育

厅相关处室负责人，木里县人民政

府相关负责人，中国电信四川分公

司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上森林

草原防灭火的系列安排部署，压实

“防”责，筑牢“防”线，连日来，各地教

育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森林草原

防灭火的宣传教育，创新方式方法、

丰富载体形式，深入实施宣传教育进

学校、进家庭，推动防灭火知识入脑

入心。

提升思想认识，层层压实责任

为进一步增强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部分市州和区

县通过召开各类会议、制订相应方案

等举措，传达中央、省上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指示精神以及相关工作要

求，并对教育系统近期森林防灭火工

作作安排部署。

会理县举行了全县教体科系统

森林草原防灭火暨校园安全工作培

训会，要求以学校（校点）为单位，针

对森林草原防灭火进行再研判，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通过家长

会拓宽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宣传覆

盖面。同时，认真落实包校、包班、包

人工作制，做到亲自安排、亲自部署、

亲自落实，并通过自查自纠、反思整

改等，把责任和压力层层传导下去。

巴塘县教体局研究制订了《巴塘

县教体系统森林草原防灭火预案》，

不断完善措施，作出了具体的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要求，确保防护在前、

管控到点、制度规范、措施周密。

理塘县教体系统及时成立森林

草原防灭火领导小组，明确了县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一把手和各级各类学

校校(园)长负责制，分管领导负责具

体抓好落实，班主任负责向每位学生

及家长具体开展宣传教育。

雷波县要求各校领导班子要结

合工作实际，从思想认识、责任担当

和工作落实等方面深入细致的剖析

反思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查找不

足，及时整改落实。进一步统一教职

工思想认识，明确防灭火宣传教育工

作的目标任务，发挥好学校宣传教育

的阵地作用，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

一体的“防御”格局。

创新方式方法，开展主题活动

“没想到那一片美丽的森林，竟

然会被一个不起眼的烟头所毁灭。我

回家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注意防

火！”“还有不能在野外烧草，不能在

林子里烧纸。”……这是泸州市纳溪

区泸天化小学四年级 3 班开展森林

草原防灭火主题班会活动中，同学们

互相交流的情景。

纳溪区各中小学深入开展森林

防火知识进校园“六个一”活动。《致

学生家长的森林防火公开信》下发到

每一位学生家长手中后，部分学生家

长自发拍摄了森林防火知识宣讲小

视频，各中小学将部分较好视频进行

集中展播。同时，该区开展了中小学

森林草原防火教育骨干教师在线培

训。

丹巴县动员全县中小学生组成

“小小五员”，开展“严防森林草原火

灾、守护绿色家园”宣传活动，全力抓

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孩子们争做

“小小宣传员”，走入各家周边住户做

宣传，并送上了自己制作的宣传单；

争做“小小监督员”，在各自村镇、社

区“巡察、暗访”，竭力制止野外用火、

乱丢烟头等现象；争做“小小故事

员”，将违规使用火源引发火灾的惨

痛案例讲给家人听；争做“小小行动

员”，走村串户，为家长们发放《关于

切实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倡议

书》，让广大家长牢固树立“绿色家园

是我家，森林防火靠大家”防火意识；

争做“小小防护员”，不仅自己做到在

节日期间不乱放鞭炮，同时对各自村

镇、社区居民开展好环保知识宣传，

让禁放鞭炮、文明过年深入人心。

攀枝花市东区在全区学校开展

“上一堂森林草原防灭火课、举行一

次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题培训、开展一

次森林草原防灭火主题班会、办一期

森林草原防灭火黑板报、看一部森林

草原防灭火教育警示片、办一期森林

草原防灭火手抄报、写一篇森林草原

防灭火主题作文、开展一次消防安全

应急演练、组织一次森林草原防灭火

应知应会测试、参加一次森林草原防

灭火对外宣传活动”的“十个一”活

动，确保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宣传教

育校校覆盖、班班覆盖、人人覆盖。

道孚县上好学期“最后一课”，针

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设计教案，以趣

味性为导向，以主题教学、主题班会、

观看动画片等活动，进一步讲明森林

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清

“文明祭祀”“严禁野外用火”“发生火

灾及时报警并安全避险”等工作要求

和法律法规。

宣传入村入户，抓实督导检查

当前，进入森林草原防灭火高火

险期，各地教育系统持续开展森林草

原防灭火宣传活动，强化对工作落实

情况督导检查。

丹巴县教体局组成宣传工作组

到巴底镇沈足一村、柏松塘村和俄鲁

村开展宣传活动。工作组联合村委会

对各村小卖部摊点售卖的火具进场

排查登记，严格火源管控，防患于未

然。在入户走访的同时要求监护人加

强未成年人安全教育，禁止未成年人

使用火源，并详细宣传了防火“八要”

“十不准”和“三要”“三不能”。随后，

工作组和村委会对各村重点区域进

行了安全排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及时反馈。

寒假期间及开学前后，理塘县要

求各(校、园)将“除火患、保平安”作

为校园消防安全管理的首要任务，组

织人员值班值守。为保证工作的落实

落地，县教体局将采取“不打招呼、不

定路线”的方式对学校的值班值守情

况进行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有渎职、

不作为的情况，将进行严肃处理。

巴塘县各学校通过召开各类会

议、办手抄报、签责任书、走村入户等

形式，做到了教师、家长、学生、结对

户全覆盖。同时，县教体局组成工作

组，在假期前对全县各校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进行了专项督导，确保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有预案、有人管、有

人讲、有人抓。

（刘代琳 廖胜春 华才芬 钟超

泽翁扎西 邵兴聖 施金寒）

全省教育系统森林草原防灭火集中宣传教育暨信息化教学活动在木里县启动

让安全防范意识入脑入心、外化于形

加强教育系统防灭火集中宣传教育
崔昌宏专题调研木里县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作

各地教育系统压实“防”责、创新方式方法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

小手牵大手 筑牢“防火墙”

广安市花桥镇消河小学学生观看各班制作的森林防灭火手抄报 （张国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