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象妈妈给家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

你好！你一定很奇怪，原来大象妈妈不只是故事中的人

物，而是真实存在的。是的，我是专门研究灾害的大学老师，

我有一个9岁的儿子，他的小名叫大象。

像很多孩子一样，我的孩子活泼、可爱也有些顽皮，对于

世界充满好奇心。从他呱呱落地、蹒跚学步、嬉戏打闹，又逐

渐跑得快到我无法追赶，我一直体会着生命成长的乐趣、焦虑

和感悟。其中，当然也有很多儿童安全带来的困扰和反思，比

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如何过街？玩火怎么办？如何让孩子

试错？我应该教会孩子什么？

因为工作的缘故，从大象半岁起，我经常带着他去各地调

研、出差。他不经意间就会接触和自然灾害防治相关的知识。

我发现孩子对于这些自然现象和防灾、减灾知识有着浓厚的兴

趣，总是我一边讲，他一边问，简直是个“十万个为什么”。

听我讲完，他还会去给小朋友们介绍，而他的小朋友们也表现

出了同样的兴趣。

于是从大象上大班起，我去给他幼儿园小朋友讲灾害小知

识；他上小学了，我就跟着去小学里讲课。每次讲完课的第二

天，都会有家长发来消息说：小朋友回家后给爸爸妈妈普及了一

晚上减灾常识。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们

是最好的学习者！

所以，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央电化教育馆的工作人员

提出编写这本故事书的想法时，我立刻就同意了。我想把大象

成长中经历过的与安全、风险有关的小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小朋

友，让他们远离风险，更安全地生活。

当然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

央电化教育馆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我这个拖延症晚期患者巨大的



耐心和支持，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修改和校订这本书。同时，大

象非常恼怒我把他的“丑事”写出来，“太丢脸啦！你这样我

会生气的！”他向我喊道。

“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挺有趣呢。你不觉得自己从这些事情

中也学到了很多吗？或许，别的小朋友也需要知道这些呢？”

我问他。

……

最后，他还是妥协了，他说：“好吧，还有别的小朋友还

不知道这些常识。”

当这本书终于完成的时候，大象看着它，抬头笑着对我们

说：“如果我们的课本都能像这本书一样有趣就好啦！”

我特别喜欢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

孩子》：

“你的孩子，

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 

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边，

却并不属于你。 

……”

父母是弓，儿女是从父母那里射出的箭。为了让我们的箭

飞得又快又远，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学习吧！

大象妈妈

2018年8月15日于北京



为了保证小朋友的学习兴趣，我们在每节故事结尾设计了一些小问题。这里有5枚

奖章以及每节问题的答案，快去看看他们有没有答对吧，记得小朋友要完成全部问题才

能赢得相应的奖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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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初遇地震

我们通过大象和他的朋友们遇到地震的小故事，跟小朋友讨论了什么是地震，

以及地震来了应该怎么办。为了检测小朋友的学习效果，我们设计了一个小挑战，

先来看看答案，再去和小朋友讨论吧！

1．周六下午，大象坐在客厅看书。突然门窗作响，吊灯左摇右摆，不好！地震

了！此时大象应该怎么做？

A．继续看书，没什么大事。

B．躲在大沙发旁，扶住沙发。

C．跑向卫生间，躲在墙角。

D．冲出房间，从楼梯跑下楼。

解析

A．继续看书，没什么大事。 客厅的书本和挂画已经掉下来了，呆在原地不动，

很可能被砸伤！

B．躲在大沙发旁，扶住沙发。 很聪明！沙发可以起到支撑和稳定的作用，还可

以用抱枕护住头部和颈部，防止砸伤。对了，注意要远离书架等容易倒塌和

坠落的物品。 

C．跑向卫生间，躲在墙角。 不错的尝试。一般说来，卫生间处有承重墙和管道

支撑，容易形成安全的空间。但如果卫生间比较小，又有悬挂式热水器和玻

璃浴室，这种情况不建议跑到卫生间。

D．冲出房间，从楼梯跑下楼。 除非你在一楼，并且楼外有安全的空地，否则不

建议在停止摇晃之前跑到楼下哦，要知道很多地震中的人员伤亡都是由坠落

物引起的呢。当然上述情形是在城市有抗震设计的楼房里，如果在农村没有

抗震设计房子里，要尽快跑到屋外空旷安全的地方哦。

答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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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一上午，大象和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数学课，突然桌椅开始晃动，书本和文

具散落一地，地震了！同学们应该怎么做？

A．躲在课桌下面，抓住桌腿。

B．躲在墙角，用书包护头。

C．立刻跑出教室，冲向操场。

D．从二楼窗户跳出去，跑到操场上。

解析

A．躲在课桌下面，抓住桌腿。 很聪明！跪伏是个很好的姿势，既能保持身体

稳定，也便于移动，对了，别忘了保持开阔的视野，随时观察周围环境的变

化。

B．躲在墙角，用书包护头 。不错的尝试。在没有课桌保护的情况下，这也是个

不错的选择，不过要保证头顶和附近墙面上没有悬挂物哦。如果是在没有抗

震设计的教室，墙角可不是个好选择。

C．立刻跑出教室，冲向操场 。如果你正好在一楼，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在高楼

层，建议在摇晃停止后再撤到操场上。要知道摇晃的时候奔跑是很容易摔倒

的。

D．从二楼窗户跳出去，跑到操场上。 不赞成！摔伤的几率远大于在室内受伤的

几率。

3．周日上午，大象去小北家里玩，正走在去小北家的路上，突然感到脚下不稳，

大地在晃，地震了！此时大象应该怎么做？

A．跟着人流跑。

B．站在原地不动。

C．跑到身后的停车场。

D．躲在路边的红色汽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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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A．跟着人流跑。 这样很危险！容易发生踩踏。

B．站在原地不动。 如果周围比较安全，没有易倒的高大物体，也没有玻璃窗和

电线杆等危险源，可以呆在原地，但降低重心，防止摔倒还是必要的。

C．跑到身后的停车场。 很聪明！停车场比较空旷，而且有车辆作掩护，但也要

注意周围的隐患哦，如避开电线杆、大树、玻璃窗、标识牌、高楼（墙面脱

落），房屋（瓦片掉落或石墙砖墙倒塌）等危险源。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

应急避难场所、学校操场、城市广场、城市公园、医院、消防站和派出所等。

D．躲在路边的红色汽车旁。 不错的想法，汽车确实可以起到支撑作用，但前提是周

边环境是安全的。如果车子停在电线杆旁边，有触电的危险，就不适合躲避了。 

其实地震避险并没有标准答案，避险方法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个人能力、身

体条件、地震烈度、房屋状况、室外状况等因素。基本的原则是远离危险源，降低

重心，保持身体稳定，注意观察，避免砸伤。简单来说就是“Drop，Cover，Hold 

on” “趴下，掩护，抓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平时要关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安

全隐患，带着小朋友一起多思考、勤练习，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了，快去看看小朋友有没有答对吧！记得跟他们一起讨论每个

选项，倾听他们的想法，耐心引导他们，你还可以带着他们检查一下家里哪些物品

在地震的时候可能成为危险源，并一起想办法清除！

第二节 打火机惹的祸

我们通过大象用打火机惹祸的小故事，跟小朋友们讨论了什么是火灾，燃烧的

三要素，火灾的类别以及不同类别火灾应该使用的灭火方式。为了检测小朋友的学

习效果，我们设计了一个小挑战，先来看看答案，再去和小朋友讨论吧！

1．大象和爸爸妈妈在饭店吃饭时，用来加热食物的液体酒精盒突然翻倒，酒精洒

在桌面上并开始燃烧，此时火势还没有蔓延，应该怎么办呢？

A．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将杯子里的水倒在燃烧的酒精上。

B．把桌上用来擦手的湿毛巾叠在一起，盖在燃烧的酒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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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赶紧离开座位，告知餐厅服务员，迅

速用灭火器灭火。

解析

A．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将杯子里的水倒

在燃烧的酒精上。 危险！酒精会溶于

水中，形成酒精溶液，反而增加了可燃物，导致火势变大。

B．把桌上用来擦手的湿毛巾叠在一起，盖在燃烧的酒精上 。聪明！用湿棉被

或者湿毛巾快速盖住燃烧部分可以隔绝空气，火灾三要素之一的助燃物没有

了，自然就可以达到灭火的目的了。

C．赶紧离开座位，告知餐厅服务员，迅速用灭火器灭火 。不错！如果身边没有

合适的东西可以灭火，赶紧找人帮忙。如果火势变大，要使用灭火器。

2．大象回到家中，一打开门，发现家里有很浓重的煤气味，爸爸妈妈还没下班，

家里没有人，这时，他应该怎么办？

A．捂住口鼻，迅速将煤气总阀关掉，然

后开窗通风。

B．立刻拿起电话，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求

助。

C．打开抽油烟机或者排气扇排出煤气。

解析

A．捂住口鼻，迅速将煤气总阀关掉，然后开窗通风 。聪明！关闭总阀，可以切

断煤气泄漏的源头，开窗通风，能够使大量新鲜空气进入，降低室内煤气浓

度，有效防止煤气中毒的发生。别忘了告诉小朋友，你家的煤气总阀在哪里。

B．立刻拿起电话，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求助。 求助大人是正确的做法，但注意在

煤气浓度很高的环境中拨打电话，可能会引起爆炸，一定要在室外安全处打

电话！ 

C．打开抽油烟机或者排气扇排出煤气。 危险！这个做法不可取，打开抽油烟机

或者排气扇可能引起煤气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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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象在给学习机充电时，突然插座起火，此时，他应该怎么做？

A．赶紧接一盆水，泼到插座上。

B．快速切断电闸，用棉被盖住插座。

C．快速离开房间，找大人求助。

解析

A．赶紧接一盆水，泼到插座上。 危险！水不仅不能灭火，还可能会引起漏电和

导电。

B．快速切断电闸，用棉被盖住插座。 很聪明！电器起火一定要先断电，如果火

势不大，且没有灭火器，用干爽的被子捂住，隔绝空气是一种有效做法。

C．快速离开房间，找大人求助。 很棒！身边有大人的时候，遇到危险一定要及

时求助。

4．中午时分，奶奶在厨房炒菜，突然油锅起火，大象正好在旁边，此时，应该怎么办？

A．关掉煤气，用锅盖盖住起火的油锅。

B．迅速打开水龙头，用自来水冲洗油锅。

C．赶紧找出家里的灭火器，用灭火器灭火。

解析

A．关掉煤气，用锅盖盖住起火的油锅。 好办法！盖上锅盖起到了隔绝空气的作

用，火自然就熄灭了。

B．迅速打开水龙头，用自来水冲洗油锅 。危险！可能让火势更凶猛！

C．赶紧找出家里的灭火器，用灭火器灭火。 不错！如果火势变大，要及时用灭

火器。

其实生活中的火灾隐患有很多，家中常备灭火器并清楚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在

关键时候可以大大减少火灾带来的伤亡和损失。你家里有灭火器么？如果没有，赶

快去添置一个家用灭火器吧！记得教小朋友怎样使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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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河边历险

我们通过大象爸爸和小朋友们河边遇险的故事，让小朋友们认识到了山洪的危

害。在“大象爸爸小课堂中”带着小朋友进一步认识了山洪灾害的特点和发生的主

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帮助小朋友认识山洪风险，提高安全意识，我们设计了一个小

游戏，先来看看答案，再去和小朋友讨论吧！

快来看看图中的人，哪些人容易受到山洪的威胁，把他们圈出来吧！

①  在山洪易发区内的残坡或已开裂的易崩易滑的山坡地上建房的居民。

②  将房屋建在陡坎或陡峻的山坡脚下的居民。

③  房屋建在在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双河口交叉处及河道拐弯凸岸的居民。

④  在山洪暴发、洪水猛涨期间，看见溪河中漂浮的木材、家具等，不顾一

切，站在洪水猛涨的溪河边打捞的人。

⑤  夏天多雨季节，在河边支帐篷宿营的一家三口。

⑥  溪河桥梁两头空地随意建房居住的人群。

⑦  在山洪暴发、洪水猛涨期间，为了出门方便赶时间，随意过河、过桥、过

渡的人群。

⑧  暴雨天气，站在大型广告牌下面的人。

灾害面前，最容易受伤害的往往是那些缺乏风险意识，面对灾害毫无准备的

人，他们没有掌握必备的自救技能，置身于危险之中却不自知。相信这个游戏对你

也有所启发，快去和小朋友讨论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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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郊游路上

我们通过大象和同学们在郊游路上遇到的小事故，让小朋友认识到了遵守交通

规则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帮助小朋友们认识到自己身边存在的交通风险，提高安

全意识，我们设计了几个小问题，先来看看答案，再去和小朋友们讨论吧！

1．这是大象从家到学校的地图，帮他标出途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提醒他注意安全吧！

① 不规则的五叉路口与规则的十字路口相比，危险系数要高很多。一是由于不

规则路口的行车方向难以确定，比常规的十字路口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二是

由于岔路口越多，由于车辆行驶方向不同，可能发生碰撞的点就越多，也就

越危险。

② 高压电线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有高压电线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高压电线

就可能变成危险的源头，所以要格外注意。另外，车流和人流量较大的路段也

要小心。因此，红色箭头标出的路线是相对安全的上下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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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想一想，不同的天气会影响你出行么？你应该做什么准备呢？如果爸爸妈妈开

车送你上学，你应该提醒他们怎么做呢？

天气 你应该怎么做？ 开车的爸爸妈妈应该怎样做？

冰雪
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
出，和大人一起，穿好防滑的
鞋具

冰雪天气开车，车辆特别容易
侧滑失控，开车要减速慢行，
注意防滑

大雨
记得带雨具，谨慎慢行，随时
关注四周的交通情况

大雨天气开车，行车路滑，视
线模糊，容易看不清道路，要
减速慢行，避开危险路口

大雾
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
出，要和大人一起，谨慎慢行，
随时关注四周的交通情况

大雾天气开车，能见度低，要
减速慢行，随时关注四周交通
情况

大风
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
出，要和大人一起，远离容易
被风吹起的物体，以免砸伤

大风天气开车，车辆容易行驶
不稳定，随时关注四周交通情
况

黑天
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
出，要和大人一起

晚上开车特别容易看不清楚四
周情况，要随时关注四周交通
情况，避开危险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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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鼓励小朋友绘制一张从家到学校的地图，并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快去

帮小朋友一起完成吧！

第五节 身边的风险

我们通过大象和他的朋友们参观防灾减灾教育馆的小故事向小朋友介绍了灾害

和风险的基本知识，并告诉他（她）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为了检测小朋友的学习效果，我们设计了一个小挑战，先来看看答案，再去和小朋

友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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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人类行为可导致滑坡？

（2）小兰发现河流的水位快速升高，

社区应该做什么?

（3）让小朋友们了解社区灾害的好方

法是什么？

（4）家庭应该准备什么以应对灾害？ （D）绘制社区风险地图

（A）乱砍乱伐

（B）准备好家庭应急箱和家庭应

急计划

（C）通知社区居民做好应对准备

最后我们号召小朋友行动起来，和家长一起绘制社区风险地图并制订家庭应急

计划，快去和他（她）一起完成吧！

连线题：把左边的问题和右边的答案匹配起来





告诉我们你和小朋友对这本书的看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