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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国办发

〔2007〕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

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

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二月七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

要教 育 部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培养中小学生

的公共安全意识，提高中小学生面临突发安全事件自救自护

的应变能力，根据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特制定本纲要。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把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的

各个环节，使广大中小学生牢固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

，遵纪守法，和谐共处”的意识，具备自救自护的素养和能

力。 （二）通过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

任感，使学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

识和技能，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

发安全事件中正确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

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中小学生健

康成长。 （三）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把握学生认知特点，注重实践性、实用性和实效性。坚



持专门课程与在其他学科教学中的渗透相结合；课堂教育与

实践活动相结合；知识教育与强化管理、培养习惯相结合；

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国家统一要求与地方结

合实际积极探索相结合；自救自护与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相

结合。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强化，养成习惯。 二

、主要内容 （一）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预防和应对

社会安全、公共卫生、意外伤害、网络、信息安全、自然灾

害以及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故或事件六个模块。重点是帮

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保护个体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

安全的知识和法律法规，树立和强化安全意识，正确处理个

体生命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了解保障安

全的方法并掌握一定的技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继续遵照

教育部已经规定的相关要求实施。 （二）开展公共安全教育

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做到分阶段、分模块循序渐进地

设置具体教育内容。要把不同学段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有机

地整合起来，统筹安排。对不同学段各个模块的具体教学内

容设置，各地可以根据地区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 1.

小学1-3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预防和应对社会安

全类事故。 （1）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 

（2）了解并遵守各种公共场所活动的安全常识。 （3）认识

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安全问题，逐步形成基本的自我

保护意识。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故。 （1）了解

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 （2）了解常见的肠道和呼

吸道等常见疾病的预防常识，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行

为及饮食习惯。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意外伤害事故。 （1）

学习道路交通法的相关内容，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 （2）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学习家用电器、煤气（柴

火）、刀具等日常用品的安全使用方法。 （3）初步具备使

用电梯、索道、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 （4）初

步学会在事故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助、求生的简单技能

。学会正确使用和拨打110、119、120电话。 模块四：预防和

应对自然灾害。 （1）了解学校所在地区和生活环境中可能

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险性。 （2）学习躲避自然灾害引发

危险的简单方法，初步学会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和

求助及逃生的简单技能。 模块五：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

的其他事件。 （1）与同学、老师友好相处，不打架；初步

形成避免在活动、游戏中造成误伤的意识。 （2）学习当发

生突发事件时听从成人安排或者利用现有条件有效地保护自

己的方法。 2.小学4-6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预防

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或事件。 （1）认识社会安全类突发

事故或事件的危害和范围，不参与影响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活

动。 （2）自觉遵守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以及公

共场所的安全规范。 （3）学会应对可疑陌生人的方法，提

高自我防范意识。 （4）了解应对敲诈、恐吓、性侵害的一

般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

事故。 （1）加强卫生和饮食常识学习，形成良好的个人卫

生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2）了解常见病和传染病的危害、

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3）初步了解吸烟、酗酒等不良习

惯的危害，知道吸毒是违法行为，逐步形成远离烟酒及毒品

的健康生活意识。 （4）初步了解青春期发育基础知识，形

成明确的性别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意

外伤害事故。 （1）培养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形成主



动避让车辆的意识。 （2）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了解私自到

野外游泳、滑冰等活动的危害；学习预防和处理溺水、烫烧

伤、动物咬伤、异物进气管等意外伤害的基本常识和方法。 

（3）形成对存在危险隐患的设施与区域的防范意识，了解与

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特种设备安全知识。 （4）学会有效

躲避事故灾害的常用方法和在事故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和

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5）使学生初步了解与学生意外

伤害有关的基本保险知识，提高学生的保险意识。 模块四：

预防和应对网络、信息安全事故。 （1）初步认识网络资源

的积极意义和了解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 （2）初步学会合

理使用网络资源，努力增强对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 （3）

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防止沉迷网络游戏和其他电子游戏。 

模块五：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1）了解影响家乡生态环

境的常见问题，形成保护自然环境和躲避自然灾害的意识。 

（2）学会躲避自然灾害引发危险的基本方法。 （3）掌握突

发自然灾害预警信号级别含义及相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模块

六：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1）形成和解

同学之间纠纷的意识。 （2）形成在遇到危及自身安全时及

时向教师、家长、警察求助的意识。 3.初中年级的教育内容

重点为： 模块一：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或事件。 （1

）增强自律意识，自觉不进入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 逐

步养成自觉遵守与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的习惯。 （2）不参加

影响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活动，形成社会责任意识。 （3）理

解社会安全的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

）学会应对敲诈、恐吓、性侵害等突发事件的基本技能。 模

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故。 （1）了解重大传染病和



食物中毒、生活水污染的知识及基本的预防、急救、处理常

识；了解简单的用药安全知识。 （2）了解青春期常见问题

的预防与处理；形成维护生殖健康的责任感。 （3）了解艾

滋病的基本常识和预防措施，形成自我保护意识。 （4）学

习识别毒品的知识和方法，拒绝毒品和烟酒的诱惑。 （5）

了解和分析影响生命与健康的可能因素。 模块三：预防和应

对意外伤害事故。 （1）增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主

动分析出行时存在的安全隐患，寻求解决方法；防止因违章

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2）正确使用各种设施，具备防

火、防盗、防触电及防煤气中毒的知识技能。 （3）了解和

积极预防在校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故，提高自我

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模块四：预防和应对网络、

信息安全事故。 （1）自觉遵守与信息活动相关的各种法律

法规，抵制网络上各种不良信息的诱惑，提高自我保护和预

防违法犯罪的意识。 （2）合理利用网络，学会判断和有效

拒绝的技能，避免迷恋网络带来的危害。 模块五：预防和应

对自然灾害。 （1）学会冷静应对自然灾害事件，提高在自

然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2）了

解曾经发生在我国的重大自然灾害，认识人类活动与自然灾

害之间的关系，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 模块六：预

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1）了解校园暴力造

成的危害，学习应对的方法。 （2）学会克服青春期的烦恼

，逐步学会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抑制自己的冲动行为。 

（3）学会在与人交往中有效保护自己的方法，构筑起坚固的

自我心理防线。 4.高中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预

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或事件。 （1）自觉遵守与生活紧



密相关的各种行为规范。 （2）了解考试泄密、违规的相关

法律常识。养成维护考试纪律和规范的良好行为习惯。 （3

）自觉抵制影响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活动，提高社会责任

感和国家意识。 （4）基本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宗教冲突

现象，努力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团结。 （5）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汲取其他国家文化的精华，抵制

不良文化习俗的影响。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故。 

（1）基本掌握和简单运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的相关

技能，进行自救、自护。有报告事件的意识和了解报告的途

径和方法。 （2）掌握亚健康的基本知识和预防措施，了解

应对心理危机的方法和救助渠道，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 

（3）掌握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和措施，正确对待艾滋病毒

感染者和患者。 （4）自觉抵制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具备

洁身自好的意识和良好的卫生公德。 （5）了解有关禁毒的

法律常识，拒绝毒品诱惑。 （6）学习健康的异性交往方式

，学会用恰当的方法保护自己，预防性侵害。当遭到性骚扰

时，要用法律保护自己。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网络、信息安

全事故。 （1）树立网络交流中的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利

用网络习惯，提高网络道德素养。 （2）树立不利用网络发

送有害信息或进行反动、色情、迷信等宣传活动以及窃取国

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保密信息的牢固意识。 模块四：预

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1）基本掌握在自然灾害中自救的各

种技能，学习紧急救护他人的基本技能。 （2）了解有关环

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保护和改善自

然环境做贡献。 模块五：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

件。 （1）自觉抵制校园暴力，维护自己和同学的生命安全



。 （2）树立正确的安全道德观念，在关注自身安全的同时

，去关注他人的安全，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三、实施途

径 （一）学校要在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渗透公共

安全教育内容。各科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要挖掘隐性的公共安

全教育内容，与显性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一起，与学科教学

有机整合，按照要求，予以贯彻落实。小学阶段主要在品德

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中进行。 （二）对无法在其他学科

中渗透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可以利用地方课程的时间，采

用多种形式，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公共安全知识和技能。要充

分利用班、团、校会、升旗仪式、专题讲座、墙报、板报、

参观和演练等方式，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

开展公共安全教育。 （三）公共安全教育可以针对单一主题

或多个主题来设计教学活动；通过游戏、实际体验、影片欣

赏、角色扮演等活动，也可以运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

络等现代教育手段进行教学，探索寓教于乐、寓教于丰富多

彩活动的教学组织形式，增强公共安全教育的效果。公共安

全教育的形式在小学以游戏和模拟为主，初中以活动和体验

为主；高中以体验和辨析为主。 学校要建设符合公共安全教

育要求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安

全意识，促进学生学习并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生存技能，

认识、感悟安全的意义和价值。 （四）学校要与公安消防、

交通、治安以及卫生、地震等部门建立密切联系，聘请有关

人员担任校外辅导员，根据学生特点系统协调承担公共安全

教育的内容，并且协助学校制订应急疏散预案和组织疏散演

习活动。 公共安全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学

校要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家长强化对孩子的公共安全教育意识



，指导家长了解和掌握公共安全教育的科学方法，主动寻求

家长和社会对公共安全教育的支持和帮助。 四、保障机制 （

一）学校要保证公共安全教育的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结

合不同学段的课程方案和本指导纲要的要求，采用课程渗透

和利用地方课程时间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完成本纲要中规定

的教学内容，并要安排必要的时间，开展自救自护和逃生实

践演练活动。 （二）各地要加强教学资源建设，积极开发公

共安全教育的软件、图文资料、教学课件、音像制品等教学

资源。凡进入中小学校的自助读本或相关教育材料必须按有

关规定，经审定后方可使用；公共安全教育自助读本或者相

关教育材料的购买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方式解

决，不得向学生收费增加学生负担。大力提倡学校使用公用

图书经费统一购买，供学生循环借阅；重视和加强公共安全

教育信息网络资源的建设和共享。 （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要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把公共安全教育列入全体在职

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系列和教师校本培训计划，分层次开展

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教师开展公共安全教育的水平。 （四）

各地要加强教研活动和课题研究，把公共安全教育研究列入

当地课题研究规划，保证经费，及时总结、交流和推广研究

成果。学校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

安全教育的校本研究。 （五）要重视对公共安全教育活动的

评价和督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制订科学的公共安全教育

评价标准，并将其列入学校督导和校长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评价的重点应注重学生安全意识的建立、基本知识技能的

掌握和安全行为的形成，以及学校对公共安全教育活动的安

排、必要的资源配置、实施情况以及实际效果。学校要把教



师开展公共安全教育的情况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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