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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美式教育的特点：探究和
研究，如中学生要撰写二战日
本失败的原因。

2、近期的安全案例：2020.7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生女学生在
可可西里意外死亡，2020.7南
京一高校女生被男友谋杀在。



一、高校常见安全案例

近几年高校发生的安全问题主要有：政治安全、
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心
理安全、信息安全、实验室安全等。
1、政治安全
案例：我校一个社团（WIN,类似TED）,请的演讲对象是敏
感人物
案例：2013年一名外教在6.4期间，准备分发相关敏感资料
案例：关于NGO，需要在公安部备案，可以查询网站，如
埃森克）
分析：一般的社团只需民政报备和批准，如果是非政府组
织需要公安审批和报备。
备注：国家安全，学生通过学校VPN，可以查阅或下载相
关敏感资料，台湾间谍案





2、财产安全（诈骗、传销、盗窃、敲诈勒索
、校园贷）
案例：2014年，一位学生在体育场锻炼身体
，丢了手机。

案例：某高校两位男女学生交往，在约会时
，包被小偷偷走了

分析：电信网络诈骗（非接触式犯罪）每年
在增加，我校2017年学校有7起，最多被骗7

万多。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校学生被网
络诈骗17起，损失总金额达18万元，其中单
笔最大数额达5万多。2019年我校学生被网
络诈骗21起，损失总金额达6万元。



案例：2018年3月30日，温州某高校老师陈民（化名）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温州市社保局”工作人员
，对方告诉陈明，“1月8日，你在武汉市社保局伪造住院
记录，骗取医保费16900元，现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我局将冻结你的社保卡，并列入黑名单”。陈民听后，
立刻向对方解释自己没去过武汉，更加不可能骗保；但对
方要求陈民不能挂断电话，并将电话转至武汉市公安局配
合调查。
这时，一位自称武汉市公安局“唐晨”警官（警号
660381）的人告诉陈民，说其涉嫌骗保的诈骗罪，现已
被武汉公安机关上网通缉。电话中，“唐警官”表示，要
调查陈民名下所有银行卡的流水账单，核查是否有一笔
16900元赃款转入其银行账户，同时要陈民加其QQ，将
所有银行卡信息发给他。



在对方的恐吓下，陈民所有银行卡的存款及支付宝的余额告
诉对方，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陈民将名下所有的存
款通过网银转账、ATM机无卡存现的方式转入所谓的警方
“安全账户”中。

然而诈骗并没结束。次日对方又给陈明打电话，按照对方的
要求，陈明通过微信“微粒贷”贷款4万元，去银行开通网
银，然后通过2家银行分别贷款23.3万元和29.9万元，分多
次给对方转账，直到被骗光“诈”尽才醒悟，2天内累计被
诈骗70.7万。

类似案例：2016年8月29日23点，清华大学一老师，被冒充
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



案例：2019年2月26日，我校黄某某同学报警称在2019年2

月25日在朋友圈卖产品时，被虚假代理诈骗3289元。2019

年3月12日，我校崔某同学报警称在玩《风之大陆》手游时
，因充值低价游戏券，而被骗1518.74元，充值网站的网址
是moyou.com(魔游游戏服务网)。2019年3月13日，我校姜
某、李某某和王某某同学报警称在2019年3月5日到3月13

日期间，在购买CORD代码时，三人分别被骗150元。

备注：诈骗大本营和服务器在外国，近几年发案率一直在增
长，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高达80.9万
起，造成经济损失322亿元。



案例：2018年2月，山东长清一批大学生深陷“套路贷”
引起了网友关注，其中一女大学生借5000元被逼还13万，
还写下30万欠条。诈骗团伙各种手段催债，在借款大学生
家的墙上喷上各种威胁性和恐吓性的语言，有的大学生已
经离家出走，甚至全家搬迁……

案例：2017年8月东北大学的毕业生李文星在一家名为
“BOSS直聘”的招聘平台上找工作,却疑似误入传销组织,
最终在天津市静海区一处水坑里发现其尸体。



3、人身安全（抢劫、抢夺，纠纷、性侵、滋
扰）
案例：马加爵事件，同学纠纷，情感纠纷
案例：2018.4学校两位学生从南塘街吃完夜宵

，在回来的车上，由于行为不当，与驾驶员发
生冲突，后来又同派出所民警发生冲突，又在
网络上发帖，差点被治安拘留。
案例：踩踏(湖南学生，晚自修下课)

补充材料：2018.8.24乐清滴滴司机奸杀女乘
客（幼儿园老师）。
浙江某高校，2015年，一位杭州学生，因抑郁

症，曾在学校准备自杀，后在老师帮助下，有
所好转，但在家休息期间，家长不重视抑郁症
治疗，该同学从家里跳楼自杀。



补充材料：2009年10月8月，刘某和李某用
身上仅剩的8元钱，买了把水果刀。晚上11

点多，两人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往瓯
海区茶山方向开，那里偏僻，晚上人少。
刘某停下车，又往司机肚子上狠狠捅一刀
，致其死亡。
补充材料：2017年6月25日晚上11点，韦

某和李某某通过滴滴打车软件，他们叫来
了被害人李某。随后，两人乘坐被害人的
轿车去往三江街道梅园村，在途中，两人
通过微信文字沟通后，决定即刻动手。



案例：2017年8月25日晚8点40分左右，哈尔
滨市松北区北岸润和城26号楼3单元电梯发生
故障一家三口被困电梯内，当时电梯停在25

层与26层之间，在营救时男子不慎从电梯缝
隙坠入电梯井身亡。
案例：2018.5学校商学院电梯被困
分析：每年全国3千万大学生，每年3000大学

生非正常死亡（万分之一左右），浙江省
2017年非正常死亡大概80人，其中自杀或疑
是自杀40人。2017年非正常死亡3人以上的高
校达到了10所，有的高校一年非正常死亡人
数达到了6人，形势严峻。每一幢楼都有人自
杀过。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概320万。



4、生活安全（求职、居家、交通、食品、交
往）
案例：2014年4月13日下午，温州某大学14名

学生陆续出现头晕、呕吐、腹泻等症状，最严
重的一名女生出现低容量性休克。据这些学生
自述，他们中午基本上都吃过该校E区食堂的
“土耳其烤肉饭”。
案例：2018.8.23，温州乐清发生非洲猪瘟，
当天就地掩埋1300多头病猪。
案例：煤气中毒，在卫生间一氧化碳中毒



案例：2012年5月14日凌晨，温州大学城发生一起严重的
交通事故。两名20多岁的年轻人行经温州大学南大门地段
时，被飞驰而过的广本轿车撞出数米远，送至医院抢救无
效后于当日死亡。根据现场的监控视频，广本轿车的车速
非常快。瞬间，两被害人就被撞出了监控画面，而在场的
另一名男生及时拉了一把同行女生，与死神擦肩而过。



 5、消防安全

案例：在寝室抽烟，在寝室烧火锅，烟感报警，用热水壶
把桌子烧着了

案例：2014年10月24日8火灾时许，辽宁广告职业学院发
生大火，一名大一男生向心中的女神表白，燃放烟花，导
致学校外的苞米地起火，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幸好
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燃放烟花的是营销系一名大一男
生，其向一名大三女生燃放烟花示爱时，女生并没有出现
在现场。

补充材料：2017年杭州保姆纵火案。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
。2018县前头汤圆店。



 6、信息安全（电信安全、网络安全）

案例：学生信息泄露

补充材料：美国民主党官员8月22日表示，有人企图入侵民
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庞大选民数据库，但没有成功。2017年
美国大选通俄门事件

新加坡遭最大规模网络安全攻击李显龙信息外泄



7、心理安全
案例：2018年一位学生去茶山准备买违禁药（
有心理障碍）
分析：崔永元的抑郁症
8、实验室安全
案例：2010年12月19日，东北农业大学28名师

生在一次实验，全部感染严重布鲁氏杆菌传染病
。



案例：复旦大学的投毒案，2013年4月上海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他人投毒后死亡的
案件。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是受害人黄洋的室友，
投毒药品为剧毒化学品N-二甲基亚硝胺）
分析：危化品及易燃、易爆、易制毒物品的管理



思考：

安全为了谁？





生命有多宝贵,安全就有多重要（人的克隆进展缓慢）。
一个人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这
其中有不可控的因素，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
会先来。(疫苗、校长、动车、食品、同学滴滴）

1、安全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
民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和
谐发展。安全事故的危害：危害人身安全、财产损失、
双重损失

2、为了社会，为了学校，为了家庭，更为了自己，为
了安家乐业。

 3、生命重于一切，安全是生命存在的前提（财产是0，
生命是1）。

 4、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如吉林和武汉疫苗事件处理一大
批干部。



二、安全防范
生命重于一切，安全始于防范（人防、物防、技防、自防）
（一）以新疆维稳说起（三防）



2009年7月5日17在乌鲁木齐市制造打砸抢烧杀事
件，造成1700多人受，197人死亡。“7·5”事件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有331间店铺和627辆车辆被烧
，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6名罪行极其严
重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东突组织是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民族分裂恐怖分子
的总称，目标是疆独，信仰伊斯兰教。



新疆喀什巴楚县2013年4月23日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15名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在发现并置多名携带管制刀具的
可疑人员时遭暴徒袭杀。

 2013年10月28日北京金水桥事件。

 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云南省昆明市火车站发生一起暴
力恐怖案件，10余名统一着装的暴徒蒙面持刀在云南昆明
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昆明市政府通报
，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是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
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其中重伤73人，轻伤70

人。



1、人防：进入公共场所全部安检（刷身份证，保
安人员，装甲车巡逻）







2、物防：公共区域全封闭，枪和刀具全部
管制(买刀怎么办？)



3、技防：大部分区域没有4G网络，监控（
国家每年拨款3000亿）



（二）学校的三防建设
1、人防建设：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学校设校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后勤部设安保中心。学校
派驻警务室，由专职社区民警和协警驻校；由
温州保安总公司派驻保安中队，目前队员为45

人。
。



2、物防建设：校内在通道口及重点区域设置了11处岗
亭，配备7辆警务巡逻车辆，配备八件套：盾牌、钢叉
、辣椒水、防割手套、防刺服、头盔、强光手电、橡皮
棍。



3、技防建设：
采用摄像监控系统（各建筑外围、通道口按需要设监控
摄像头）；停车场（采用车牌识别系统对车辆进行身份
识别）；采用门禁管理系统（各主体建筑均设置门禁系
统，需要刷卡进入建筑内部）



（三）自防（自我防范）

 1、学习安全的三个维度：安全意识、安全知识、
安全技能

（1）安全三个目标：社会、家庭、自己

（2）安全的五项主要工作：制度、检查、责任、
教育、四防

（3）安全技能：灭火器如何用、消防如何逃生，消
防门，电梯使用，公共场所消防通道、突发事件处
理和应对
备注：温肯安保微信，公共区域的安全方面的书籍



安全三个维度

安全意识

安全
知识

安全技能



安全的依靠

安全制度

落实
责任

安全教育
和宣传

安全检查

安全防范
（四防）





2、做好“十防”等自防工作

 当前普遍存在的大学生财产安全意识薄弱、轻信
他人、财物保护观念较差的现象，安全涉及到每个
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做好“十防”（一人不进
庙，二人不看井，三人不抬木。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做好十防工作：防骗（视频播放）、防伤害（打
架、电梯事件）、防交通事故、防火（消防）、防
毒（新型毒品）防敲诈、防溺水、防踩踏、防盗
、防劫（黑车）等。



防骗：公安提醒：
1、天上掉馅饼，地上有陷阱

“总而言之，套路千万条，防诈就一条。天上
不会掉馅饼，守牢钱袋最要紧。”
2、校园贷逼债视频 央视的一段调查视频



通信网络诈骗识别公式：“人物+沟通工具+

要求=诈骗”，其中“人物”指不能确定身

份的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网络聊天者。“
沟通工具”指电话、短信、网络聊天工具等
。“要求”指汇款、转账与“钱”相关的要
求。满足这个公式，就要提高警惕，注意甄
别。





不轻信!

不转账!

不透露!

做到这三点，防止电信诈骗

你也可以！



防伤害：盲目营救自救等于谋杀自杀，遭遇电
梯故障时，在电梯里面最安全

备注：电话求救：96333，或55870033，
,5870110



防交通事故：温州市公安局关于对上路二轮电动车
加强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

 驾乘二轮电动车有违法载人、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行驶
、逆向行驶、加装雨蓬、违法载物等违法行为的，依法处
以罚款。驾乘二轮电动车有驾乘人员为3人(含)以上、饮酒
后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等情形之一的，暂扣车辆。车
辆经检验鉴定为机动车且无驾驶证的，依法处以罚款并处
行政拘留。





防火：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火灾事故超八成因
消防通道堵塞

 2015年1月3日，哈尔滨北方南勋陶瓷大市场仓库大火，目
前已经造成了5名消防战士牺牲，14人受伤，549户2000多
名居民以及部分的临街商户受灾，直接的财产损失和火灾
的原因目前正在统计调查当中。

 “火烧连营”持续20多个小时，过火面积万余平方米，11

层建筑被烧酥坍塌，5名消防员牺牲、14人受伤……哈尔滨
道外区火灾的惨重，令人震惊。然而，造成这一后果的重
要原因，人们却并不陌生——消防通道“不通”。



防毒品

牢记吸毒是违法，贩毒是犯罪。时时记住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都是犯罪。

永远不尝第一口

好奇心和冒险心往往成为毒品侵蚀的温床，求新、好奇是
人的天性，但是把握不好则可能带来灾难。

案例：酒吧街的酒水

备注：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吸食笑气瘫痪回国，最近，微博
上一条“留学生在国外吸食笑气成瘾”占据热搜榜首，很
快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也在微信等平台流传开来，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打开率居高不下。





自2018年来，温州市涉及大麻违法犯罪案件有所高发。
2018年我市查处吸食大麻人员77名，占全省查处大麻吸毒
总数的9.52%；比2017年我市查处的22名，2016年的4名
，分别上升250%和1825%。我市2018年查处的77名的吸
食大麻人员中，在校大学生有14名（同期杭州54名，宁波
17名），占查获我市吸食大麻总数的18.2%。

 2019年4月13日，经查，温州某大学又有9名大学生吸食大
麻，全部是留学生。大学生涉毒问题（大麻）较为突出，
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期，浙江省教育厅预计今
后贩卖、吸食大麻和一些新精神活性物质将会在高校中大
幅上升，禁毒工作将长期进行。



其他安全预防

1、防敲诈、防溺水、防踩踏、防盗、防劫
（黑车）等。

2、吸烟、电吹风，电饭煲等安全事件

3、养宠物





防艾滋病

中国高校成艾滋重灾区，2017年4 月 24 日，长沙市岳
麓区疾控中心举行了高校疫情通报和骨干成员培训会议。会
议指出，高校云集的岳麓区（16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22万人）疫情严重：长沙市岳麓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
达到 603 人，其中 106 名为青年学生。

截至2018年底，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总计约125
万，仅2018年第2季度，我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
艾滋病人40,104例，其中性传播占93.1%。



3、正确的政治立场。重点是校园及周边传教渗透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向高校的渗透，邪教组织的破坏活动等
方面的隐患；校园宣传文化阵地管理存在的隐患；校园意
识形态领域可能发生的政治性事件。

4、保持理智和清醒
平素加强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应付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对心
理素质较差的个体进行这种训练，是非常有益的。灾难发
生时，当你回过神来要逃生时，如果你身边的人仍然惊恐
万状、呆若木鸡怎么办？这时如果可能，你应当轻声提醒
他：“没关系，别紧张，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注意你
的声音！应当是友好而亲切的，惊声尖叫或大声斥责，都
会大大加剧当事人的恐慌。



5、正确判断果断决策

事故发生后可先进行几秒钟的思考，对危险的来源
、性质和正确应对方式迅速作出正确判断。例如，
球场骚乱，若毫无目的地随人群奔跑，往往是挤死
人的重要原因，正确的方法是尽快逃离人群，若已
被卷入人群中，应双手抱胸，两肘朝外，以此姿势
来保护肺和心脏不遭挤压。

6、坚定信心忍痛自救

汽车相撞，飞机失事，乘客可能已受伤，血管在流
血，此时一面要迅速止住出血，一面要忍痛从汽车
或飞机里爬出来，争分夺秒，跑离现场100 -200米
以外。总之，忍受眼下最大的痛苦，自救行为要一
直进行到获救为止。



 补充说明1、消防疏散和灭火演习

2、课题、论文、户口迁入（2号食堂301办
公室，魏老师，55870556,13968989763）



 安全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词，重视安全也绝不是
自保如此简单。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讲安全、做安
全，更要懂安全、传递安全，及时从别人身上吸取
经验教训，指出周围人错误的行为习惯，并且能够
在自己身上查找出可能导致事故的隐患。只有这样
，才能让教科书中的事故案例永远成为静躺的文字
，而不会上演在我们身边，安全这张网也才能越织
越密，我们才能收获最实在的幸福。



有关安全问题提问时间

ANY QUESTIONS?



安全之于生命，须臾不可少；

安全之于生命，片刻不能离。

安全是生命的导航灯塔；

安全是生命的载舟之水；

安全是生命的源头活水；

安全是生命的雨露阳光。

安全，就是生命之影，

生命之血，

生命之根，

生命之魂。

结束语：

谢 谢 大 家!



没有安全，谈何教育？

没有安全，谈何发展？

关注安全，关爱生命！

生命重于一切，安全始于防范



引言

为安全而思考，

为行动而思考

有关安全的三个问题

安全，从新疆维稳说起

安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

安全责任重于

安全，从思考开始，

安全的哲学思考



温州警方抓获40名网络诈骗嫌犯涉案金额达上千万
元

 2017年7月29日下午4时12分，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停机坪
上，一架从吉林延边飞来的东航MU7238缓缓降落。70多
名全副武装的特警，两人押着一个戴口罩的人走出机舱。
他们是温州警方包机从吉林延边押回的涉嫌通讯（网络）
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共36人，涉案70余起，涉案金额达上
千万元。这是自6月24日，我市警方从柬埔寨押回39名涉
嫌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以来第二次包机押解犯罪
嫌疑人。

电影《弥天之谎》被誉为“中国首部涉及电信诈骗题材的
警匪动作电影”，电影中的烧脑情节来自一场精心策划的
“骗中骗”，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影能让大家如何去应对
电信诈骗，加强了解诈骗与反诈骗。



震惊！乐清传销女头目被抓，涉案8000多万！

三年前，她是一家美容院的店主。2016年，她成为
“云讯通”传销组织乐清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下辖28

层、3000多人，注册账号8万余个、涉案金额8000多
万元。如今，她逮捕在押。

传销特点：拉人头，钱生钱。有别于传统传销的
“人身控制”，“云数贸”“云讯通”等都采用“精
神控制”（洗脑）的方法。



高校安全热点问题和安全防范
1.发生消防火灾，往上还是往下？
2.如何防非接触式犯罪如诈骗？校
园贷？传销
3.学生心理问题
4.电动车
5.电梯
6.政治安全



安全的三个问题

一、安全是什么？
二、安全为了谁？
三、安全依靠谁？









在你们00后的成长过程中比较大的几件安全事件：

非典2003，汶川大地震2008.5.12，动车2011.7.23，占中
2013

安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需要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
，事事讲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