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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伴一生一世  幸福在你家我家  

  安全保健康 千金及不上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  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  

安全不仅关系自己  安全连同国家集体  

安全不离口  规章不离手  

  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  为了安全须三思而后行  

安全不抓等于自杀  隐患不除等于服毒  

安全创造幸福  疏忽带来痛苦  

  安全就是效益  安全就是幸福  

  安全促进生产  生产必须安全  

  安全措施“按兵不动”  安全隐患“暗箭伤人”  

安全带来全家幸福  事故造成亲人痛苦  

  安全的本质是生命  安全的意义是效益 

安全的精神是责任  安全的方针是第一  

  安全地生产  平安地生活  

安全第一  警钟长鸣  

安全第一  人人牢记  

安全生产  齐抓共管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生命宝贵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循规蹈矩  防微杜渐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整体推进  

安全第一  贵在行动  预防为主  从我做起 

安全第一  警钟常鸣  疏忽一时  悔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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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法规血写成  违章害己害亲人  

  安全纺织幸福的花环  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  

  安全给遵章者胸前佩戴红花  事故给蛮干者留下终身痛苦  

  安全管理第一条  遵章守法预防早 

安全管理完善求精  人身事故实现为零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  

  安全规程系生命  自觉遵守是保障  

安全规程字字是血  严格执行句句是歌  

  安全好  烦恼少  全家幸福乐陶陶   

  安全和规章严守不能忘  

  安全和效益结伴而行  事故与损失同时发生  

  安全花开把春报  生产效益节节高 

  安全基础“三要素”  设备、管理和队伍 

  安全检查是隐患的“扫描仪”  管理体系是安全的“助力器”  

  安全警句千条万条  安全生产第一条  千计万计  安全教育第一计。 

  安全就是节约  安全就是生命   

  安全就在你我手中 

  安全靠规章  严守不能忘 

  安全来于警惕  事故出于麻痹 

巧干带来安全  蛮干招来祸端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  

  安全来自警惕  事故出于麻痹  

安全连着亲戚朋友  安全连着妻子儿女 

  安全帽必须戴  防止坠物掉下来  安全带是个宝  高空保险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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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勤劳 生活美好 

安全人人抓  幸福千万家  

安全两天敌  违章和麻痹  

  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 

  安全生产  重在预防 

  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  遵章守纪  保障安全  

  安全生产  生产蒸蒸日上  文明建设  建设欣欣向荣 

不绷紧安全的弦  就弹不出生产的调 

  安全生产  违法必究   

安全生产五同时  各级领导要落实  全国人民奔小康  安全文明第一桩 

安全生产必须持证上岗 

安全生产必须依靠安全科学技术  安全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 

  安全生产常抓不懈  抓而不紧  等于不抓 

  安全生产挂嘴上  不如现场跑几趟   

  安全生产你管我管  大家管才平安  事故隐患你查我查  人人查方安全 

  安全生产年年好  职工生活步步高  

  安全生产年年好  经营效益步步高 

  安全生产勿侥幸  违章蛮干要人命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  

  安全是朵幸福花  合家浇灌美如画 

  安全是个聚宝盆  属于守法遵章人  

  安全是家庭幸福的保证  事故是人生悲剧的祸根  

  安全是金桥  通往幸福路 

  安全是您拥有美好生活的保障  请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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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企业的命根子  规程是职工的护身符  

  安全是亲人的期盼  事故是众人的魔鬼  

安全是生产之本  违章是事故之源  

人人把好安全关  处处设防漏洞少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安全是欢乐的阶梯  

  安全是文明的体现  安全是员工的需要  

  安全是无形的节约 事故是有形的浪费 

  安全是效益的保障  抓效益从抓安全开始 

  安全是效益的保证  安全是幸福的源泉  

  安全是效益的乘数  事故是效益的除数 

  安全是幸福的保障  治理隐患保障安全  

  安全是幸福的花  全家浇灌美如画  安全多下及时雨  教育少放马后炮  

安全是幸福的桥梁  事故是痛苦的深渊  

   安全是幸福家庭的保证  事故是人生悲剧的祸根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最优环境 

  安全是一种责任  为己为家为他人  

  安全是增产的细胞  隐患是事故的胚胎  

  安全是职工的生命线  职工是安全的负责人  

  安全是最大的效益  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安全是遵章者的光荣花  事故是违章者的耻辱碑  

安全与效益是亲密姐妹  事故与损失是孪生兄弟  

  安全松一松  事故就冲锋  安全紧一紧  事故无踪影  

  安全天地宽  国泰人民安 

安全为了生产  生产必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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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注意安全  处处预防事故   

  安全相伴  因为亲人在盼 

  安全象只弓  不拉它就松  要想保安全  常把弓弦绷 

  安全像钟表  天天紧发条 

安全行车千万里  事故就在一两米   

安全要讲  事故要防  安不忘危  乐不忘忧  

  安全意识“得过且过”  危险隐患“得寸进尺”  

安全意识自觉增强  执行规章牢记心上  

  安全与效益结伴而行  事故与损失同时发生  

  安全与效益连在一地  效益与利益连在一起   

  安全在你脚下  安全在你手中  安全伴着幸福  安全创造财富  

  安全在于时刻警惕  事故出于瞬间大意  

  安全在于心细  事故出在麻痹 

  安全责任为天  生命至高无上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安全知识 让你化险为夷 

安全作业有备无患  胡干蛮干必生灾难 

  把握安全  拥有明天  

  班前饮了酒  独木桥上走  

  绊人的桩不在高  违章的事不在小 

  保安全千日不足  出事故一日有余  

  报警早  损失少  火警电话 119 要记牢 

  闭着眼睛捉不住麻雀  不学技术保不了安全 

  避免事后痛心疾首  只有事前预防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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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用鲜血换教训  应借教训免血泪 

  病魔乘体虚而入  灾祸因麻痹而生  

  补漏趁天晴  防贼夜闭门  事故防在先  处处保平安  

  不绷紧安全的弦  就弹不出生产的调   

  不懂莫逞能 事故不上门 

  不可在床上吸烟  以免引起火灾 

不立规矩不成方圆  不守规章难保安全 

不怕千日紧  只怕一时松  

疾病从口入  事故由松出  

不怕有患  就怕无防 

不伤害他人  不被他人伤害 

  麻痹是火灾的兄弟  警惕是火灾的克星  

  参加灭火工作是每一个成年公民的应尽义务 

  苍蝇贪甜死于蜜  作业图快失于急  瞎马乱闯必惹祸  操作马虎必出错  

  绊人的桩不在高  违章的事不在小  

  常绷安全之弦  让生命乐章奏得更响亮  

常添灯草勤加油  常敲警钟勤堵漏  

  潮水没过礁石终究要暴露  麻痹掩盖隐患早晚要伤人  

  车轮一转想责任  油门紧连行人命  

  秤砣不大压千斤  安全帽小救人命  快刀不磨会生锈  安全不抓出纰漏  

  抽一块砖头倒一堵墙  松一颗螺丝断一根梁 

  出门带伞防天雨  上岗遵章防事故  

  出门无牵挂  先把火源查 

  传播安全文化  宣传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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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江心补漏迟  事故临头后悔晚   

常添灯草勤加油  常敲警钟勤堵漏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  马虎是安全航道的暗礁  

  脆弱的生命需要安全的呵护 

  大意一把火  损失无法补 

  当你违章作业之际  正是灾难降临之时 

党政工团齐抓安全  方方面面筑起防线   

  党政工团齐抓共管  安全效益同步发展  

  瞪眼看火花  双眼闪泪花  戴好防护镜  到老眼不花   

  地火两线别接反  完活之后再合电  

  电缆漏电及时换  雷厉风行别拖延   

  电门接火别大意  若动电源先接电  

  定时组织防火检查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读安全书  做安全人 

  杜绝违章指挥  杜绝违章作业 

对待隐患需要警惕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多看一眼  安全保险  多防一步  少出事故  

  多一分防火准备  可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儿行千里母担忧  夫婿在岗妻惦念 

  反违章  除隐患  保安全  促生产  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防范火灾  人人有责  人人防火  户户安全 

  防范胜于救灾  隐患险于明火  责任重于泰山 

  防护加警惕保安全  无知加大意必危险 

  防火安全无小事  时时处处需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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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比救火更重要 

  防火须不放过一点火种  防事故须勿存半点侥幸  

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  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锻炼  美满的家庭离不开安全  

  防微杜渐  警钟长鸣  

  防止火灾  消除隐患  公共场所  严防火灾  

  放过一件事故隐患  等于埋下定时炸弹 

  父母望您遵章守纪  妻儿盼您毫发无损 

改善职工劳动条件  促进安全文明生产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搞好安全有责任  永为国家做贡献  

  搞好消防安全工作  树立企业安全形象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  安全是工人的生命 

工作将要结束之际  常是事故“偷营劫寨”之时   

鲜花不精心培育就会枯萎  生产不注意安全迟早遭殃  

  工作为了生活好  安全为了活到老   

  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关口前移  防患于未然  

  关注消防  消除火患  珍惜生命  减灾避难 

  管理不善  事故不断 

  管理基础打得牢  安全大厦层层高 

  管理靠制度  制度在落实 

  规程可能“三言两语”  落实不能“三心二意”  

  规章是安全生产的标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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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过节乐融融  防火工作莫放松 

  过细工作记心间  粗枝大叶可不行  

  寒霜偏打无根草  事故专找懒惰人  

好钢靠锻打 安全要严抓 

合闸之时须三遍  一长两短短应先  

  忽视安全求高产  好比杀鸡去取卵  宝剑锋从磨砺出  安全好从严中来  

  忽视安全抓生产是火中取栗  脱离安全求效益如水中捞月  

  幸福是棵树  安全是沃土  

  火警电话 119  该出手时就出手 

  火起于幽微  灾缘于疏忽 

  火灾不难防  重在守规章 

  火灾抢救  以救人为先 

  祸在一时  防在平日。 

  记住山河不迷路  记住规章防事故  

  加快实施“科技兴安”战略  推进安全生产科技进步  

  加强安全教育  确保安全生产 

  加强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  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加强防火管理  不准违章动火 

  加强劳动保护  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加强消防宣传  提高消防意识 

  家庭、事业、财富都重要  没有安全都无效  

  坚持经常别嫌烦  忽视出事后悔晚  

  坚持专群结合的消防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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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隐患横眉冷对  杜绝事故笑逐颜开   

  简化作业省一时  贪小失大苦一世   

  简化作业痛快一阵子  酿成事故痛苦一辈子  

  见火不救火烧身  有章不循祸缠身 

  建立安全长效机制  规范安全生产管理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锻炼  美满的家庭离不开安全  

  讲安全宁可“小题大作”  凭经验切莫“得过且过”  

  交通规则是您的生命之友  

骄傲是失败的起点  麻痹是丧身的根源 

  骄傲源于浅薄  鲁莽出自无知 

  骄傲自满是事故的导火线  谦虚谨慎是安全的铺路石 

  礁石终究要暴露  麻痹掩盖隐患早晚要伤人  

侥幸成功不是经验  冒险蛮干不是勇敢  

侥幸心理糊弄自己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教训是血和泪的总结 

  今天的隐患  明天的灾难 

  今天工作不安全  明天生活无保障 

  进入施工现场  必须戴安全帽 

  警惕安全在  麻痹事故来  

  警惕火灾  珍惜生命 

  警惕是隐患的克星  麻痹是事故的信号  

  镜子不擦试不明  事故不分析不清 

  居安思危  常备不懈 

  聚精会神驾车  万里不出差错  行万里平安路  做百年长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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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行万里  一路平安  遵规守纪  防微杜渐  

  快刀不磨会生锈  安全不抓出纰漏  

  劳保用品“常备不懈”  遵章守纪 “常年累月”  

  劳动创造财富  安全带来幸福  

  牢记安全之责  善谋安全之策  力务安全之实  

牢记生产安全  事故与你无缘  

怜惜生命  勿忘安全 

  领导违章指挥等于犯罪  职工违章操作等于自杀 

  漏洞不补  事故难堵 

  绿叶底下防虫害  平静之中防隐患  

  落实安全规章制度  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落实安全责任  完善安全制度  

  落实一项措施  胜过十句口号  

麻痹出事故  警惕保安全  

麻痹是最大的隐患  失职是最大的祸根 

  蛮干是走向事故深渊的第一步  

  毛毛细雨湿衣裳  小事不防上大当  

  冒险是事故之友  谨慎为安全之本  

  你对违章讲人情  事故对你不留情  无情于违章惩处  有情于幸福家庭  

宁可千日不松无事  不可一日不防酿祸   

抓基础从大处着眼  防隐患从小处着手  

  宁流一身汗  不流一滴血 

  宁绕百丈远  不冒一步险  

  宁为预防操碎心  不让事故害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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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一个隐患  就是消灭一起事故 

  平安幸福靠大家  安全连着你我他  

  普及消防知识  增强防火观念  注意安全用电  防止触电事故  

  齐心筑牢防火墙壁  携手打造平安家园  

  企业要发展  安全是保障 

  气泄于针孔  祸始于违章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小洞不补大洞难堵 

千起事故源于侥幸  万般痛苦皆因麻痹 

  亲人翘首望  盼你安全归 

  勤检查  重整改  除隐患  保安全 

  勤为无价宝  慎为护身符 

勤政是安全的前提  敬业是安全的保障 

  晴带雨伞饱带粮  事故未出宜先防  细小的漏洞不补  事故的洪流难堵  

  求快不求好  事故常来找 

  群策群力科学管理  戒骄戒躁杜绝事故 

  人车分离  各行其道  一人安全  全家幸福  

  人民消防人民办  办好消防为人民 

  人人安全员  处处安全岗  

  人人保安全  家家笑开颜 

  人人讲安全  安全为人人  

  人人讲安全  事事为安全  时时想安全  处处要安全 

  人人讲安全  家家保平安; 

  人人知防火  户户齐欢乐 

  人最宝贵  安全第一  我要安全  安全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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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操作执行规程  确保安全厂兴我荣  

  容忍危险等于作法自毙  谨慎行事才能安然无恙  

  入海之前先探风  上岗之前先练功  

  三违和事故连在一起  遵章和安全连在一起  

  上有老  下有小  出了事故不得了 

  生产必须安全  安全促进生产 

  生产不安全  行船失罗盘 

生产是可喜的收获  安全是金色的种子   

  生产再忙  安全不忘  人命关天  安全在先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  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生命诚可贵  幸福价更高  若想无事故  安全要牢记  

  生命没有回头路  事故没有后悔药 

  生命热线  平安音符 

生命在于不停运动  安全在于常抓不懈  

  生命只有一次  安全伴君一生  

  生命至高无上  安全责任为天  

  绳子断在细处  事故出在松处 

  绳子总在磨损地方折断  事故常在薄弱环节出现  

  施工不违章  安全有保障  

  十起事故九起违章  三令五申常抓常讲  

  时时注意安全  处处预防事故   

  实现安全生产是职工最大的福利 

  事故不难防  重在守规章 

  事故出于麻痹  安全来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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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处理有规程  “四不放过”是准绳 

事故教训是镜子  安全经验是明灯  

一人把关一处安  众人把关稳如山  

  事故为家庭导演悲剧  安全为生活谱写欢歌 

  事故隐患不除尽  等于放虎归山林 

  事故与侥幸相伴  平安与谨慎相随 

  事故只是表面的现象  隐患才是危险的敌人  

  疏忽一时  痛苦一世 

  熟水性  好划船  学本领  保安全 

  树立企业安全形象  促进安全文明生产  

  思想松一松  事故攻一攻 

  思想走了神  事故瞬间生 

太太平平万家康乐  安安顺顺事业腾飞 

  事故防在先  处处保平安  

  甜蜜的家盼着您平安归来 

  条条规章血写成  人人必须严执行 

听天由命事故连连  把握规律安全百年   

  完善规章制度  遵守安全规程  

  万千产品堆成山  一星火源毁于旦  

万人防火不算多  一人失火了不得   

麻痹是火灾的兄弟  警惕是火灾的克星  

万一麻痹就遭祸殃  后果严重追悔莫及  

  危险源点挂上牌  安全操作记心怀  

  为安全投资是最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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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处处时时注意安全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请时刻注意安全生产 

为了您全家幸福  请注意安全生产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  处处时时注意安全  

  违章蛮干铸成终身遗憾  遵章守纪伴你一生平安 

违章难免“英雄气短”  保安方可“儿女情长”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  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  

  违章违纪不狠抓  害人害己害国家 

  违章作业如同自杀  违章指挥就是害人  违章不纠犹如帮凶  

  文明施工  安全生产  

我要安全  我懂安全  从我做起  保证安全  

  无人故意出事故  事故出于无意中 

  无事勤提防  遇事稳如山 

  无知加大意必危险  防护加警惕保安全  

  勿忘安全须时时警钟长鸣  珍惜生命当刻刻头脑清醒  

  先安全后生产  不安全不生产  安全在你脚下  安全在你手中  

  想要无事故  须下苦功夫 

向科学技术要安全  向安全生产要效益 

  消除火患是最好的防范 

  消除隐患  确保安全  保障稳定  促进发展  

消防  消防  重在预防   

加强防火管理  不准违章动火   

  消防安全常抓不懈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消防安全和减灾关系到全民的幸福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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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齐参加  预防火灾靠大家 

  消防安全是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事 

  消防安全是幸福的保障  治理隐患保障消防安全 

  消防安全是一种责任  为己为家为他人 

  消防安全是职工的生命线  职工是消防安全的负责人 

  消防法规系生命  自觉遵守是保障 

  消防官兵为人民  望君遵守《消防法》 

  消防进家园  平安到永远 

  消防连着你我他  平安幸福靠大家 

  消防事关你我他  安全系着千万家 

  消防知识让你化险为夷 

  小虫蛀大梁  隐患酿事端 

  小洞不补  大洞吃苦 

小心无大错  粗心铸大过  

生产秩序乱  事故到处有  

  效益是大厦  安全是基石  忧患非忧天  预防保安全  

  宣传安全知识  传播安全文化  

  学《消防法》  走平安路  

  学安全  懂安全  推动安全文明建设  

  学安全知识  懂劳动保护  行科学管理  

  学一分消防知识  多十分平安保障 

  雪怕太阳草怕霜  办事就怕太慌张  绊人的桩不在高  违章的事不在小   

  烟头虽小  祸患无穷 

  严格规章制度  确保施工安全  治理事故隐患  监督危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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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要求安全在  松松垮垮事故来   

  严禁谎报火警 

  严禁使用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严禁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  

  严禁隐瞒、虚报生产安全事故  

  严是爱  松是害  严中自有真情在 

  严是爱  松是害  搞好安全利三代  

  严是爱  松是害  疏忽大意事故来   

  严是生命的呼唤  松是自杀的开端  

  严守操作规程  严格劳动纪律 

眼睛容不下一粒砂土  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  

马在软地上易失踢  人在麻痹中易出事故   

  要想不出差  执行标准化 

  要想富  灭事故 

  要想效益好  安全不可少  安全心中想  工作守规章  

  一步失误  全局皆输  一环薄弱  全局必垮  

  一个烟头可能是一场大火的前奏曲  几杯美酒也是一次车祸的催化剂  

一念之差后悔一世  执行规程幸福终生  

  一人安全系全家幸福  一日无事保全厂平安  

  一人违章众人遭殃 

依法监管  公正执法  确保安全  

  依法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坚决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以安全之浆  撑发展之舟  

  以人为本  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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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万次的遵章守纪  防止事故的万一发生  

  隐患不除  危机四伏 

  隐患险于明火  防范胜于救灾  责任重于泰山 

  拥有安全就是拥有生命  热爱安全就是热爱生命  

  用你的责任和细心  谱写安全的永恒旋律 

愚者用鲜血换取教训  智者用教训避免事故  

与其事后痛苦流涕  不如事前遵章守纪  

  预防火灾  人人有责 

  预防为主  标本兼治  强化主体  综合治理  

  杂草不除禾苗不壮  隐患不除效益难上 

  灾害常生于疏忽  祸患多起于细末 

造高楼  打基础  保安全  抓班组 

制度严格漏洞少  措施得力安全好  

  责任心是安全之魂  标准化是安全之本 

  增强防范意识  确保安全生产 

  增强防火安全意识  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沾沾自喜事故来  时时警惕安全在  

  斩草要除根  安全须治本 

  珍惜生命  远离火患 

  执行安全生产法规  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加强职工劳动保护  人人学会保护自己  

  执行消防安全法规  搞好安全生产工作 

只有绷紧安全之弦  才能弹奏幸福之音 

  只有防而不实  没有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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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防微杜渐  才能防患未然 

  只有麻痹吃亏  没有警惕上当  

  只有在阳光下  绿叶才有希望  只有在防范中  成果才有保障  

  制度不全  事故难免 

  治病要早  除患要细 

质量是安全的保证  安全是生产的基础  

  质量是安全的基础  安全为生产前提  

质量是安全基础  安全为生产前提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安全是职工的生命  

  质量是生命  安全是保证  

  智者  教训面前察己之短  愚者  面对血训不以为然  

  智者防患于前  愚者灭灾于后 

  重视安全硕果来  忽视安全遭祸害 

  注意机械伤害  提防行车伤人  树立法制观念  坚持安全生产  

抓安全宁流千滴汗  保生产不洒一滴血  

抓安全需一分一秒  反麻痹需警钟长鸣  

  抓好安全生产  促进经济发展  

  抓基础从小处着眼  防隐患从小处着手  

  专管成线  群管成网  上下结合  事故难藏  

  庄稼离不开阳光  安全少不了规章  

自主保安处处留心  相互保安人人关心  

  自主保安铺下通天路  安全生产架起幸福桥  

自主保安重在自觉  相互保安贵在互爱  

  走平地  防摔跤  顺水船  防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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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安规”阳光大道  违章作业险路一条 

  遵守规则  欢笑的是亲人  违章行车  狞笑的是死神  

遵章是安全的先导  违章是事故的预兆  

遵章是幸福的保障  违纪是灾害的开端  

  遵章守法  关爱生命  

   遵章守纪  善待生命 

  遵章守纪光荣  违章违纪可耻 

遵章守纪阳光道  违章违制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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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伴我在校园  我把安全带回家 

  安全关系你我他  校园安全靠大家  

  不要推不要挤  关心别人爱自己 

  关注校园安全  构建人文和谐 

过马路两边看  还要走在斑马线  

  红灯停  绿灯行  安全处处伴我行  

  欢乐校园  安全校园 

  加强安全管理  建设平安校园  

  教室走廊不奔跑  安全第一真是好  

  教室走廊不嬉戏  同学玩乐守秩序  

  课间活动有秩序  校园文明争第一  

课间游戏要安全  上下楼梯不打闹   

  跨进校园  走进平安  建设平安校园  你我共同的责任  

  快快乐乐上学  平平安安回家 

  老师就像我妈妈  安全知识要听她 

  平安伴我在校园  人人事事保平安  

  汽车多我不急  耐心等待车过去  

  前面混乱我看见  不要走过去添乱 

  让火灾远离校园  让平安与您相伴 

  若以追跑为开心  将以后悔而伤心  

  上楼下楼靠右走  遇到混乱手牵手 

   师生安全重于泰山 

  时刻注意安全  珍惜宝贵生命 

  同学摔倒楼梯上  自己伸手快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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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耍嬉戏要当心  安全警钟常在心  

危险地方我不去  学会保护我自己 

维护校园安全  营造和谐环境 

  下课不疯跑  小心被摔倒 

  现在安全学文化  将来当好接班人  

  校园安全  人人有责 

  校园安全你我他  高高兴兴上学来  平平安安回到家  

  校园无隐患  安全靠大家 

  学生就要爱学校  上楼下楼不打闹 

  学习是首要  安全更重要 

  以人为本  平安为先  加快建设平安校园  

  营造校园安全氛围  创造温馨学习环境  

  遇到情况待在原地  张开双臂不让人过去 

  增强师生防范意识  营造校园安全环境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全面排除安全隐患   

  自己摔倒不要慌  大喊呼救叫帮忙 

  走楼梯守次序  进教室不喧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