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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预防控制中小学生家庭伤害的发生ꎬ笔者通过分析北京市中小学生伤害流行现状调查数据和部分中小学

校学生伤害监测数据ꎬ获取了中小学生在家庭中预防控制伤害发生的信息ꎬ并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ꎬ分别从起居室、餐
厅、儿童房、厨房和卫生间 ５ 个生活场景指出中小学生居家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和防控关键环节ꎬ引导家长营造良好的家

庭生活、学习环境ꎮ 提出了中小学生居家伤害防控行为技能ꎬ编写了中小学生家庭生活场景预防控制伤害指导性建议ꎬ供
家长和学生居家生活、学习参考使用ꎬ也供教师和专业人员在教学、工作中普及推广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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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中小学生伤害流行现状调查数据显示中

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 １０.６８％ꎬ其中有 ２４.７６％的伤害

发生在家里[１] ꎮ 中小学生居家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ꎬ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ꎬ预防控制伤害的发生ꎬ家长也要

做好学生居家安全的监护工作ꎮ

１　 伤害防控环境设施安全建议

１.１　 起居室　 阳台、窗户应安装防护栏等防护设施ꎬ
且不易于中小学生攀爬ꎮ 应定期检查确认门窗、栏杆

是否老化松脱ꎮ 如没有安装防护设施应特别注意桌

椅等易于蹬踏的物品ꎬ不应将其放在窗口ꎬ防止中小

学生攀爬从窗户坠落ꎮ 窗台上不应搁置物品ꎬ避免高

空坠物ꎮ 有硬角或尖锐边缘的桌、椅等家具应安装防

护角或防护条ꎬ防止碰撞伤ꎮ 针、刀、剪、钩、叉、铲、火
柴、打火机等生活用品不应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ꎬ防
止锐器伤、烧伤或着火ꎮ 回形针、大头针、纽扣电池等

各类小型物品不应放在小学生容易拿到的地方ꎬ防止

其误食ꎮ 加热电器不应放置在中小学生容易碰到的

地方ꎬ防止烫伤ꎮ 电源插座应安装保护盖ꎬ防止触电ꎮ
电线、网线应固定ꎮ 窗帘拉绳应固定ꎬ不应落地ꎬ避免

中小学生绊倒或因绳索窒息ꎮ 药品不应放在中小学

生容易拿到的地方ꎬ防止误食中毒ꎮ 水银体温计不应

随意放置ꎬ防止不慎摔碎造成割伤或水银蒸发造成汞

中毒ꎮ 包装袋不应放在中小学生容易拿到的地方ꎬ防
止玩耍时套在头上引起窒息ꎮ 室内运动空间应安全、
清洁ꎬ地面应为平整、具有良好弹性、脚感舒适、低噪

音的木地板或铺置运动地垫ꎬ防止跌倒等运动伤害ꎮ
进行剑类、飞镖等运动时应有家长监护ꎬ防止穿刺伤ꎮ
１.２　 餐厅　 餐桌不应铺桌布ꎬ防止中小学生拉扯带下

危险物品ꎮ 食品及盛有食品的容器等不应放在桌子

的边沿ꎬ防止中小学生碰倒摔落造成砸伤、割伤或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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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等ꎮ 不应把盛有热水、热油的容器放到地上或低矮

处ꎬ防止烫伤ꎮ 热水壶、暖瓶等不应随意放置ꎬ避免中

小学生因触到、拽倒、打碎造成烫伤、扎伤ꎮ 饮水机的

热水出水阀应加锁ꎬ防止烫伤ꎮ
１.３　 儿童房　 衣柜、书柜等家具的门和抽屉应安装防

护锁、房门应安装门档ꎬ防止夹手ꎻ房门拉手应安装拉

手垫ꎬ防止撞伤ꎮ 暖气等取暖设备应安装防护装置ꎬ
防止烫伤等ꎮ 写字台和座椅应坚固稳定ꎮ 抽屉柜等

家具应固定在墙上或地上ꎬ或安装防倾倒装置ꎬ避免

翻倒造成儿童伤亡ꎮ 单层儿童床加上床垫后ꎬ床的高

度应在 ３００ ~ ４５０ ｍｍ 之间ꎬ方便上下床并防范小动物

伤害ꎮ 家用双层床应符合国家标准ꎬ坚固、稳定防倾

倒ꎮ 上层四周要安装安全栏板ꎬ栏板应无损坏和松

动ꎮ 安全栏板的顶边与床铺上表面距离应不少于

３００ ｍｍꎮ 床褥上表面到安全栏板的顶边距离应不少

于 ２００ ｍｍꎮ 安全栏板的一条长边被梯子中断时ꎬ中断

长度 ６ 岁及以下用床应为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ｍꎮ 床单不应拖

地ꎬ防止绊倒ꎮ
１.４　 厨房　 刀具等利器不应放在中小学生容易拿到

的地方ꎬ防止割伤ꎮ 锅把手应朝灶台里侧放置ꎬ避免

中小学生无意碰到摔落造成砸伤、烫伤等ꎮ 饮料瓶不

应装洗涤剂、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ꎬ避免中小学

生误食中毒ꎮ 燃气灶开关应安装防护罩ꎬ炉灶不用时

应将余火彻底熄灭ꎬ防止烫伤等ꎮ
１.５　 卫生间　 卫生间应有充足照明ꎬ防止视野不清ꎬ
造成跌倒ꎻ浴缸或淋浴间内应安装扶手ꎬ地面应铺设

防滑垫ꎮ 电器不用时断开电源ꎬ防止中小学生自行使

用造成烫伤或触电ꎮ 洁厕剂等用原装容器盛放ꎬ防止

中小学生误食中毒ꎮ 剃须刀、剪刀等不应随意放置ꎬ
防止低年级学生玩耍造成割伤等ꎮ

２　 伤害防控行为活动指南

２.１　 起居室　 不应将身体探出窗户外ꎬ不攀爬窗户护

栏ꎬ防止坠落ꎻ不应招惹和挑逗宠物ꎬ防止动物致伤ꎻ
不应随便玩弄刀、剪、钩、叉、针、铲ꎬ打火机、火柴、电
池、空气清新剂等生活用品ꎬ防止锐器伤、烧伤或着

火ꎮ 使用电器时不应用湿手碰电源ꎬ不应用拖拽的方

式拔出插头ꎬ不应踩踏电插座ꎮ 小学生不应独自使用

电器ꎮ 雷雨天不应拨打手机ꎬ不应接触电源ꎬ防止触

电ꎮ 发现有人触电ꎬ应先切断电源ꎬ及时呼救ꎬ切忌直

接触碰伤者ꎮ 室内运动时ꎬ应穿宽松的运动服和合适

的运动鞋袜ꎬ不佩戴饰物、不吃东西ꎮ 运动前应进行

简单的准备活动ꎬ如伸展运动ꎻ运动中应注意逐渐增

加运动强度和运动量ꎻ运动后应进行拉伸和放松ꎮ 家

长在运动过程中应关注中小学生的状态ꎬ防止运动伤

害ꎮ 使用跑步机锻炼时ꎬ不应触碰跑步机履带ꎬ防止

皮肤烫伤ꎮ 小学生不应自行使用跑步机ꎮ 玩具玩好

后应及时收起来ꎬ不应随地乱扔ꎬ防止跌倒ꎮ 不应将

有吸力的玩具罩住嘴巴和鼻子ꎬ防止窒息ꎮ 吃药应遵

医嘱ꎬ并在家长的监督下进行ꎮ 不应自作主张乱吃

药ꎮ 吃药前应核对药物名称、剂量、服用方法和禁忌

症ꎮ 不吃过期药物ꎮ 用酒精给电器表面消毒时应先

关闭电源ꎬ待电器冷却后再进行ꎮ 小学生不应自行

消毒ꎮ
２.２　 餐厅　 就餐时ꎬ保持心态平和ꎬ不说话、不打闹ꎬ
安静就餐ꎬ避免鱼刺和骨头等卡喉或吸入气管、支气

管ꎻ吃果冻时不应大力吸食ꎬ避免误吸入气管、支气

管ꎻ不应含着筷子、勺子和叉子等物品ꎬ防止造成口腔

颌面部穿刺伤ꎮ 不应玩弄、打开或吃放在食品中的干

燥剂ꎮ 目前市面上的食品干燥剂以生石灰和硅胶为

原料的最为常见ꎬ生石灰吸水后会变为粉末状的熟石

灰(氢氧化钙)ꎬ该过程不但会释放热量ꎬ而且氢氧化

钙为碱性物ꎬ两者进入眼结膜囊后ꎬ会造成角膜和结

膜的灼伤ꎬ且碱烧伤比盐酸、硫酸等酸烧伤的后果更

严重ꎮ 如果误食生石灰干燥剂ꎬ最大危害是生石灰

(氧化钙)与水发生反应放热ꎬ易引起食管烧伤或胃溃

疡ꎮ 拿热水和热汤时应戴上隔热手套ꎬ小学生不应自

行拿热水和热汤ꎬ不应自行拿取电烤箱或微波炉内加

热的食物ꎬ防止烫伤ꎮ
２.３　 儿童房　 做手工时应使用钝口圆头的安全剪刀ꎬ
削铅笔时应注意力集中ꎬ铅笔不削双头ꎬ不拿尖锐文

具(圆规、铅笔、剪刀等)玩耍ꎬ防止划伤、扎伤ꎮ 不应

将笔头、笔帽、口哨等咬在口中ꎬ避免在嬉戏时将物品

吸入气管、支气管ꎮ 不应将细小物品放入耳朵和鼻

子ꎬ避免外耳道及鼻腔异物造成身体损害ꎮ
２.４　 厨房　 小学生不应自行进入厨房ꎻ不应使用刀具

等利器ꎬ防止割伤ꎮ 使用酒精消毒时ꎬ应远离火源和

高温物体ꎬ防止着火ꎮ 远离电饭煲蒸汽口ꎬ防止烫伤ꎮ
２.５　 卫生间 　 在洗澡或洗脚时ꎬ应先放凉水后放热

水ꎬ并用手试水温ꎬ防止烫伤ꎮ 保持地面干燥ꎬ洗澡时

穿防滑拖鞋ꎬ拖鞋有磨损应及时更换ꎬ防止跌倒ꎮ 洁

厕灵不应与 ８４ 消毒液混合使用ꎬ避免产生氯气ꎬ造成

对呼吸道粘膜的损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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