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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陕教工稳办〔2020〕6号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关于 2019 年度全省中小学“安全陪伴我成长”

主题征文活动获奖情况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杨凌示范区教育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韩

城市教育局，神木市、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号）和我省《实

施意见》精神，切实形成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安全知识，营造关

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氛围，不断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防范

各种安全事故的能力。按照《关于在全省中小学扎实开展“校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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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应急风险防控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陕教安办〔2018〕16号）

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精心组织，在全省中小学（含中

等职业学校，下同）积极开展校园安全教育读书系列活动。按照

活动安排，经过逐级推荐，“安全陪伴我成长”主题征文共征集作

品 2108篇。经专家组评审，西安市惠安中学景海涛同学撰写的

《安全伴我成长》等 230篇作品为此次征文优秀奖，予以通报表

彰。

希望受表彰的同学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全省中小学校要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做好学生安全知识宣传

教育工作，提升学生安全防范能力，营造我省学校安全教育新局

面。

联系人：李巨娜 联系电话：029-88668896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2020年 4月 17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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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陕西省中小学“安全陪伴我成长”

主题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高中组（共 50人）：

题目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

安全伴我成长 景海涛 西安市惠安中学 高一一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康可馨 西安市第七十一中学 高一（3）班

安全伴我行 樊蒙蒙 西安市新城区涉外旅游职业学校

安全每一天，校园更美好 尚奕菲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高一 3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朱心洋
西安市鄠邑区第一中学 高 2021 级 11

班

校园安全，需你我皆知 王昭颖 宝鸡市宝鸡中学 2018 级 9班

增强安全意识，践行文明礼仪，共

创和谐校园
张子墨 咸阳市渭城中学 高二文三班

校园安全伴我成长 张妮婷 咸阳市长武县中学 高二（3）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高颖 榆林市佳县中学

会有天使在人间 呼周艳 榆林市吴堡中学

做安全行为模范——安全伴我成长 杜梓菡 榆林市高新中学

安全，一刻也不能马虎 牛宏佳 榆林市高新中学

让安全的警钟长鸣 尤露洁 榆林市第二中学

消防安全记于心 惠萌萌 榆林市第三中学

安全伴我行 段沛竹 榆林市第一中学

生命路上的拦路虎 马楠楠 榆林市横山四中

安全伴我成长 陈娅楠 榆林市定边中学

安全，为生命护航 王文丽 榆林市定边县第四中学

给心灵筑一个安全的暖巢 徐诘辰 汉中市城固二中 高一（1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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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举生命的双臂 李汉林 汉中市西乡县第二中学 高二（16）班

莫让生命之光黯淡在水底 李依然 汉中市武侯中学 高一（15）班

安全伴我成长 李嘉婕 汉中市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高一6班

乐学岂不思危 王程 汉中市镇巴中学 高二 17班

安全伴我成长 陈祖伊 汉中市佛坪县中学 高一（4）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陈小宇 汉中市汉中中学 高一（2）班

用安全浇灌生命之花 简若洁 汉中市汉中中学 高一（4）班

我安全，我幸福 张婷婷 安康市岚皋中学 高一（1）班

珍视安全，珍视生命 杨佳璇 安康市岚皋中学 高一（1）班

让安全常驻心中 边梓扬 安康市岚皋中学 高一（1）班

安全常伴吾心 张煜暄 安康市安康高新中学 高二 8班

安全伴我成长 李禄玉 安康市平利县中学 高二九班

安全伴我行 肖文臣 安康市平利县中学

安全伴我行 王茂洁 安康市平利县中学 高二九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杨茵姿 安康市高新中学 高一（12）班

安全伴我行 陈玙梵 安康市平利县中学 高二（1）班

安——少年，家，国 陈可心 安康市高新中学 高一年级十三班

成长论安全 高琳娜 安康市高新中学 高一十三班

安全伴我成长——生如夏花，安全

永驻
姚紫宁 安康市宁陕中学 高二（1）班

通往幸福的路——安全 史洋锐 安康市岚皋中学 高一（4）班

生如夏花 刘湘 杨陵区高级中学 高二 1班

奏响生命的乐章 张思 杨陵区高级中学 高二 1班

生如夏花 解晨 杨陵区高级中学 高二 3班

请，注意安全 刘宛淇 杨陵区高级中学 高二（8）班

横冲直撞的十五岁——致我们

厚重的时光
姚晨 杨陵区西农大附中 高一二班

安全伴我行 张蔺
杨陵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8班

食品安全 郑少杰 杨陵区职教中心 高二年级 2班

饮食与健康 胡瑾鑫 杨陵区职教中心 高二年级 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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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陪伴我成长 文诗睿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学区清华附中西安

学校

交通安全征文 郭潇 韩城市象山中学 高一(6)班

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 李欣雨 韩城市象山中学 高一(1)班

二、初中组（共 80人）：

题目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

安全伴我行 韩思颖 西安市第七十七中学九年级一班

安全在我心中 刘斯钰 西安市第七十七中学九年级二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齐欢颜 西安市二曲中学九年级十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程倩丽 西安市大明宫中学七年级一班

安全伴我成长 张尤 西安市陕汽二校八年级二班

安全伴我行 张雨婷 西安市兴隆中学八年级三班

生命难得 安全伴我 程杨轩 西安高新逸翠园学校七年级八班

生命之本 王子木 西安高新逸翠园学校七年级一班

校园安全，莫用青春做赌注 张亦涵 西安高新逸翠园学校七年级三班

安全伴我行 马静怡 西安市鄠邑区南关初级中学

安全伴我成长 王艺涵
西安市鄠邑区南关初级中学八年级三

班

安全伴我成长 任沛涵 西安市秦风初级中学九年级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贺叶 西安市秦风初级中学九年级一班

平安是福 郭佳悦 宝鸡市虢王镇中学九年级二班

生命如花 赵佳睿 咸阳市泾阳县姚家巷中学八年级十班

安全不牢，地动山摇 宋艺 咸阳市永寿县仪井中学九年级二班

生之声 张晓雨 渭南市富平县实验中学 2016 级 19班

向校园欺凌说“不” 李杨朵 渭南市临渭区阳郭初级中学七年级三班

安全是幸福的基石 冯锦智 延安市张村驿镇九年制学校七年级二班

浅唱交通安全，谱写生命篇章 武桦珍 榆林市定边县第三中学

来自辣条的一封信 朱珉璇 榆林市米脂县第三中学

安全伴我成长 姚姝彤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中学

生命礼赞 胡娟 榆林市横山区第三中学

安全一个永恒的铭记! 慕京武 榆林市定边县张崾先镇学校

安全伴我成长 申开朴 榆林市米脂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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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伴我成长 李沫颐 榆林市佳县第一中学

安全伴我行 马慧荣 榆林市通镇中学

你好，安全 薛毅渴 榆林市吴堡中学

一人，一生，只一回！ 贺佳妮 榆林市榆林实验中学

小猴历险记 余秋丽
汉中市南郑区大河坎九年制学校七年

级一班

让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璀璨 白阳桦 汉中市南郑区喜神九年制学校七年级

安全伴我成长 刘嘉宜 汉中市城固县唐广初中七年级一班

安全是最大的快乐 徐欣圯 汉中市西乡县第五中学九年级十三班

安全，让生命之花灿烂 韩馨月 汉中市西乡县第六中学九年级三班

你们在，幸福就在 王渝锌 汉中市勉县新铺镇初级中学九年级四班

生命的永恒 赵欣玲 汉中市勉县勉阳中学九年级二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瞿蓥 汉中市陕飞二中七年级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段湘凝 汉中市 405 学校七年级二班

架起安全的桥梁 刘昕雨 汉中市略阳县荣程中学八年级六班

安全——生命的守护神 郭昱晶 汉中市洋县书院初中八年级十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江若曦 汉中市第九中学八年级八班

安 袁明霞 安康市旬阳县城关一中 2018 级四班

安全伴我行 邱雨洁 安康市岚皋县石门中学

安全·成长·未来 魏晓洁 安康市高新中学七年级三班

安全伴我行 陈徐瑶
安康市高新区汉滨初中高新校区七年

级十五班

安全在我心中 张婧昀 安康市石泉县城关中学七年级二班

安全说 向垠桥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初级中学九年级十

一班

校园安全伴我行 王贤密 安康市高新区花园九年制学校七年级

守得安全见花开 马顺梓 安康市平利县初级中学

“旧颜”换“新貌” 周才莹 安康市石泉三中七年级一班

筑牢生命的防火墙 刘朝茜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河东九

年制学校七年级四班

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 范子仁 商洛市庙沟九一贯九年级

学消防知识 铸“防火之墙” 刘芊妤 商洛市龙驹中学九年级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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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生命，健康成长 熊朵朵 商洛市牧护关秦关初级中学

保护生命，安全出行 余晨博 商洛市杨斜初中七年级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曹 繁 商洛市山阳县板岩中学九年级二班

安全伴我行——不平凡的雨夜 孙涵钰
商洛市商南县过风楼镇水沟九年制学

校七年级

那一次，我获得了经验 李扬帆
商洛市商南县试马镇初级中学八年级

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任家齐 杨陵区西农大附中七年级五班

消防安全驻我心，远离火灾我能行 王露希 杨陵区西农大附中七年级六班

安全！你是我永远的朋友 李丞媛 杨陵区西农大附中七年级八班

树立安全意识，绽放生命之花 王逾越 杨陵区西农大附中八年级六班

惊险的“攀崖” 王 荣 杨陵区邰城实验学校八年级五班

安全谨记于心 陈怡欣 杨陵区邰城实验学校九年级七班

安全伴我行 李佳琦 杨陵区第四初级中学九年级五班

安全与我同行 任 杰 杨陵区第五初级中学七年级一班

“五毛钱”的教训 李紫月 杨陵高新初级中学八年级九班

生命如火 —莫让水熄灭生命之火 刘 乐 杨陵高新初级中学九年级九班

安全伴我成长 赵婧骅 韩城市新城一中八年级三班

安全伴我行 雷行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马王街道初级中学

九年级二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李格格 西咸新区西安沣东第一学校九年级二班

挂在心里的常客—“安全” 王可欣 西咸新区义井中学九年级

我是小小消防员 段李宁 神木市大保当初级中学八年级四班

我是小小消防员 佳庆生 神木市大保当初级中学七年级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王路彤 神木市神木八中八年级一班

安全伴我行 杨淑贤 神木市尔林兔中学八年级二班

那是值得珍惜的 薛慧 神木市神木三中九年级六班

安全伴我成长 郭敏 神木市神木三中八年级十班

重视安全 珍爱生命 陈姝羽 府谷县新民镇新民初级中学九年级三班

危险+盲目=？ 袁绍纯 府谷县哈镇学校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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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组（共 100人）：

题目 作者 所在学校

安全伴我成长 苏梦涵
西安市高新区兴隆社区 小学五年级 1

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罗雪瑛 西安市翠华路小学 五年级（六）班

安全伴我成长 万雨桐 西安市莲湖区机场小学 六三班

安全一生，幸福一世 蒋梓瑞
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大兴新区小学 六

年级三班

安全相伴，幸福成长 王悦心 西安市高新第二小学 六三班

警报校园响，安全记心中 张怡祯 西安市高新第二小学 六三班

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安全伴着

你我他
雷钰婷 西安市兴隆邓店小学 六年级3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路子恒 西安市仁厚庄小学 五年级（1）班

牢记妈妈的话——安全陪伴我成长 廖博涵
西安市大雁塔小学西沣分校 四年级一

班

警钟长鸣，安全陪伴我成长 孙景舒 西安市铁五小学 五年级五班

铭记安全 不忘师恩 张昭怡 宝鸡市田家庄镇桃园小学 六年级

安全你我他，幸福连万家 雒欣怡
宝鸡市田家庄镇中心小学 六年级（2）

班

让平安与我们同行——遵守交通规

则，热爱生命
李涵洋 咸阳市彬州市范公小学 五年级（8）班

让生命之花更加绚烂 耿诗漫 咸阳市彬州市范公小学 五年级（3）班

平安天使旅行记 刘奕菲 咸阳市武功县实验小学 六五班

校园安全重于泰山 应急防控临

危不乱
张柯萌

咸阳市永寿县渠子九年制学校 六年

级

独一无二的必修课 高思齐
咸阳市长武县昭仁街道中心小学 六

（4）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赵睿哲 渭南市澄城县城关三小 五年级一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校园欺凌事件观

后感
熊佳豪 渭南市临渭区育红小学 六年级三班

让安全牢记我们的心间 姜佳昀 渭南市蒲城县北关小学 六年级二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王添乐 渭南市高新区第一小学 四年级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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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伴我成长 安亦萱 延安市直罗中心小学 五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刘舒雅 榆林市清涧县第一小学

安全陪伴我成长 万木林森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珍爱生命，安全从我做起 吴硕硕 榆林市第十八小学

学习安全知识，伴我健康成长 韩水依晴 榆林市第一小学

安全在我心中 薛雅心 榆林市横山区第二小学

安全记心间，幸福洒满园 付一冰 榆林市靖边县第一小学

在安全的晴空飞翔 张越洋 榆林市靖边县第一小学

安全伴我成长 高嘉子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Safety 一日游 李子轩 榆林市定边县第四小学

心系安全，幸福平安 徐可心 榆林市定边县第五小学

安全陪伴我成长 黎鹤翔 榆林市定边县第五小学

安全伴我成长 慕浩然 榆林市绥德县实验小学

安全在我心中 常钰琪 榆林市米脂县华润希望小学

老师的叮咛 付恺晗 汉中市南郑区城关小学 六 2班

交通安全警钟长鸣 王淑雅 汉中市南郑区城关小学 六 5班

生命诚可贵 “安全”价更高 张天颜 汉中市城固县朝阳小学 六（1）班

消防安全驻心间 刘焦娇 汉中市陕硬九年制学校 六(1)班

交通安全陪伴我成长 杨子涵 汉中市勉县茶店镇九年制学校 五年级

安全陪伴我成长——携手共建美好

家园
袁志伟 汉中市勉阳街道办继光小学 六年级

安全护航我成长 王章杰 汉中市镇巴县城关小学 五（2）班

敲响安全的警钟 王婧瑶 汉中市汉中师范附属小学 六年级6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王钰泽 汉中市略阳县高台小学 四年级一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陈子函 汉中市汉台区三丰阁小学 五三班

安全伴我成长 郭航宇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二小 四四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左梦琪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第二小学

只有安全才能伴我们幸福成长 陈鑫 安康市宁陕县宁陕小学 六一班

安全伴我成长 刘瑞祥 安康市旬阳三小 六年级二班

安全伴我成长 王紫菡 安康市旬阳县城关三小 六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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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陪伴我成长 周钰晗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小学 六三班

呵护生命 平安成长 丁梓曦 安康市岚皋县四季镇麦溪小学

安全伴我行 惠钊辰 安康市旬阳三小 六年级二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杜煜枚 安康市堰门小学

安全陪伴我成长 盛奕宁 安康市城关一小 六六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宁静怡 安康市石泉县城关一小 六一班

安全在我心中 唐熠杰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小学 六年级 4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龚思宇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小学 六年级四班

安全伴我成长 胡梦迪 安康市旬阳城关第三小学 六一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郑芳荧 安康市岚皋县麦溪小学 六年级

安全陪伴我成长 禹继文 安康市岚皋县麦溪小学

安全记心间，快乐伴成长 魏明媛 安康市宁陕县高桥小学

平安校园，生命至上 贺慧昌 安康市宁陕县新庄小学

预防火灾，共建美丽家园 周若晗 安康市第二小学 五（4）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苏佳怡 安康市岚皋县城关二小 四年级三班

安全伴我成长 卜彩妮 安康市旬阳三小五年级三班

安全与我共行远方 彭雨茜 安康市中池镇中心小学 六年级

安全，我记住了 周菲 商洛市试马镇中心小学 五（2）班

安全伴我成长 林正阳 商洛市小学 六（2）班

安全伴我成长 高扬 商洛市柴坪九一贯制学校 五（1）班

安全伴我成长 王诗琪 商洛市商州区第三小学 三年级五班

生命诚可贵 江鑫楠 商洛市商南县青山镇中心小学 六年级

但愿楼梯再无“故事”—“安全伴

我成长”
毛楠楠 商洛市赵川希望小学 六年级1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邢程宇 商洛市小学 六(8)班

安全伴我在校园 我把安全带回家 田俊熙 商洛市商南县城关小学 五(5)班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中的安全教育
赵长平 杨陵区高新小学 五年级三班

校园出行有秩序，安全时刻记心间 路涛宁 杨陵区高新小学 五年级六班

安全伴我行 马雨婷 杨陵区高新第二小学 六年级（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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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伴我成长 杨海龙 杨陵区张家岗小学 五年级一班

安全时刻记心间 张鑫宁 杨陵区张家岗小学 五年级4班

安全伴我成长 张鑫扬 杨陵区杨陵小学 六年级五班

安全伴我行——让生命之花

永远绽放
李欣悦 杨陵区揉谷中心小学 五年级一班

安全伴我成长 王雨荷 杨陵区大寨中心小学 六年级

安全伴我成长 闫嘉禾 杨陵区邰城实验学校 六四班

保护生命，安全出行 杨志杰 西咸新区幸福里小学 六年级三班

安全伴我成长 程子诺 韩城市新城八小 五年级

爱生命，安全出行 徐博琳 韩城市芝川小学 五年级

安全伴我成长 张语涵 韩城市新蕾小学 五（2）班

筑起校园安全的“篱笆墙” 薛心贝 韩城市实验小学 六三班

安全托起生命的重量 郭易轩 韩城市新城六小 六（1）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郝欣恬 神木市第七小学 六年级九班

安全陪伴你我他 白景涵 神木市大柳塔第一小学 三（4)班

安全伴我行 樊梓杰 神木市店塔第一小学 四年级 4班

安全伴我成长 雷绍杰 神木市第六小学 六年级 2班

安全伴我成长 苏哲民 神木市第六小学 六年级（6）班

安全伴我成长 李纪瑶 神木市第六小学 六年级四班

安全陪伴我成长 任靓如 神木市大柳塔第一小学 四年级二班

读《生命只有一次•且行且珍惜》

有感
郭雨洁 神木市西沟小学 四年级

安全伴我成长 柴若椰 府谷县第三小学 五（3）班

追求安全 珍爱生命 李佳禧 府谷县第一小学 六（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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