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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毯

发生火灾，首要是保证生命安全。油锅起

火或需“穿越火线”逃生，具备防火、隔热特

性的防火毯成为控制灾情蔓延、做好人身防

护的必须物品。防火毯又称灭火毯、消防被、

消防毯等，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处

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起到隔离热源及火焰

的作用，可用于扑灭油锅火或者披覆在身上

逃生。火灾初期将防火毯直接盖在火源或着

火物体上，可在短时间内扑灭火源。当前,市

面上的防火毯主要有三种规格。其中，1m×

1m 适用于扑灭小火；1.2m×1.2m 适用于扑

灭中火；1.8m×1.2m适用于扑灭大火及火势

较大时包裹人身撤离。

特别提醒，在无破损的情况下，防火毯可

重复使用，没有失效期。日常保存时应将其

固定放置于易取之处，每隔 12 个月检查一

次，发现有损坏或污染立即更换。

● 灭火器

面对初期火灾，若家中备有灭火器并能

熟练操作，就可有效避免“星星之火”的燎原

之势，防止人员伤亡的同时减少经济损失。

家庭常备灭火器宜选用手提式ABC类干粉

灭火器，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注意防止

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

如何使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使用灭火

器前应先上下摇晃几次，使用时“一拔销子、

二提管子、三压把子”，提起喷管对准火焰根

部灭火。由于灭火器喷射时存在压力，需向

下压住罐体。要特别注意，灭火时要背对逃

生通道方向，站在上风口，如果火势过大应

当放弃灭火，及时从逃生通道撤离，以保证

人身安全。

灭火器主要功用是灭火，不能直接喷在

人身上作为防火使用；应存放在干燥通风且

随手可拿到的地方，避免阳光照射、雨淋、远

离腐蚀性物质，不可放在卫生间或者暖气

上。同时，还要注意定期检查，看是否过期或

者压力不足。

● 逃生绳

家中突起大火，逃生“无门”该如何处理？

常备一根逃生绳，可以很大程度减少意外事

故的发生。

在绳体选择上，最好选用内芯为军用航

空钢丝，外包由尼龙线编制而成的逃生绳。

粗细为拇指粗细即可，一般承受重量在 200

公斤。相比市面上逃生缓降器少则几百上千

元的价格，逃生绳价格更为亲民。

使用操作上，逃生绳固定点一定要选取

牢固的物体，如窗户、暖气管等，绑定后用力

拉下以检验是否牢固可靠。使用时，将安全

带缠绕在臀部、腰间或腋下，调紧安全绳松

紧口，并将救生绳顺着窗口抛下，依次沿绳

逃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随便一根足

够长的绳子都可以被用作安全绳，安全绳兼

具固定身体、保险、匀速下降等特点。而普通

绳子并不具备前述特性，如果没有经过特别

训练，妇女、儿童、老人等很难通过手臂力量

让自己匀速下降。

● 强光手电

火灾常常伴随着浓烟，配备一支带有声

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显得尤为必要。

这种手电具有火灾应急照明和紧急呼救

功能，可用于火场浓烟以及黑暗环境下人员

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火灾现场浓

烟不断，消防人员有时很难判断是否还有人

员被困，高亮度的LED光源手电筒具备较长

可视距离，可以观察到较远地方的情况，受

困人员如果能用家中的强光手电发出求救信

号，能极大程度提高消防救援速度，有效减

少人员伤亡。

日常保存中应将强光手电放置在随手可

及的地方；无需使用时，需将电池存放于阴

凉通风干燥处，温度不高于45℃。

● 防烟面具

现实中，很多人并不是被明火烧死，而是

被烟熏致死。家中常备可用于火场浓烟环境

下逃生自救的防烟防毒面具，危急关头套上

面具逃生可有效抵御有毒烟雾的侵袭。

最常见的防烟防毒面具分海绵、石棉网

和活性炭三种。其中，活性炭无论对烟尘或

者是有毒气体的过滤性能都很好。一般设备

仅供一次性使用，不能用于常态性工作保

护，只供个人逃生自救。

防烟防毒面具应远离热源(暖气)以及

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不可放置在卫生

间等通风状况较差、潮湿的位置。此外,防

烟防毒面具属于过滤式，并不是自生氧，当

环境氧气浓度低于 17%时不可再使用；其

虽具有一定的气密性但并不防水，不可在

水中使用。

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居民存在侥幸心

理，觉得家庭起火概率不高，过于依赖消防

队到场灭火，但事实上，消防更多以防火为

主、灭火为辅，居民家中不慎发生火灾，自救

灭火比消防官兵到场处置效率往往更高，家

中常备实用性消防器材显得尤为必要。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

◆ 雷电天自救常识

下列场所可供人们躲避雷电：有防

雷措施的建筑物；地铁、隧道、洞穴；大型

金属或金属框架建筑物；不加保护的大

型建筑物；金属车顶和车身封闭的汽车，

大型客车以及其它车辆；封闭的火车和

市内有轨电车；封闭的金属小船或轮船；

靠附近建筑屏蔽的市内街道。

雷电时应尽量避免进入下列场所：

不加保护的小型建筑物、谷仓、棚舍；帐

篷及临时掩蔽所（无防雷措施）；非金属

顶和敞篷汽车、娱乐车。

雷电时什么地点是高危场所？空旷

田野、运动场、高尔夫球场、停车场、网球

场、游泳池、湖泊、海滨；靠近铁丝网、晾

衣绳、架空电线、铁轨、孤树下；无顶的拖

拉机及其它农机；自行车、摩托车、踏板

车、高尔夫球器械装运车；无顶船只（没

有桅杆）和气垫船。

有雷电发生时，不要在电线杆、高

楼、树木、烟囱下避雨；不要手持带金属

手柄的雨伞，不要在江河里游泳或水田

里劳作；不要接触电线、铁轨、钢管等易

导电物体；不要使用收音机、电视机、电

脑等家用电器。

◆ 溺水时的自救常识

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

呼救；

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

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

失，等待救援；

3.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

4.如果在水中突然腿抽筋，又无法

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

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

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发现有人溺水时的救护方法：可将

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

将其拖至岸边；若没有救护器材，可入水

直接救护。接近溺水者时要转动他的髋

部，使其背向自己然后拖运。拖运时通常

采用侧泳或仰泳拖运法。特别强调：未成

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

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施救。

切记：救人也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溺水后如何急救：迅速清除溺水者

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

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

吸道；将溺水者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

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

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

要因为呛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

时间；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胸外心脏

按压并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去医院。

◆ 电梯自救常识

如果电梯坏了，受困者需掌握以下

自救方法，确保安全，获得救援。

1.保持镇定，并且安慰困在一起的

人，向大家解释不会有危险。电梯不会掉

下电梯槽，电梯槽有防坠安全装置，会牢

牢夹住电梯两旁的钢轨，安全装置也不

会失灵。

2.利用警钟或对讲机、手机求援，如

无警钟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时，可拍门

叫喊，也可脱下鞋子敲打，请求立刻找人

来营救。

3.如不能立刻找到电梯技工，可请

外面的人打电话叫消防员。消防员通常

会把电梯绞上或绞下到最接近的一层

楼，然后打开门。就算停电，消防员也能

用手动器，把电梯绞上绞下。

4.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

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

5. 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

门，即使能打开，也未必够得着外门。电

梯外壁的油垢还可能使人滑倒。

6.电梯天花板若有紧急出口，也不

要爬出去。出口板一旦打开，安全开关就

会使电梯刹住不动。但如果出口板意外

关上，电梯就可能突然开动令人失去平

衡，在漆黑的电梯槽里，可能被电梯的缆

索绊倒或因踩到油垢而滑倒，从电梯顶

上掉下去。

7.在深夜或周末被困在商业大厦的

电梯，就有可能几小时甚至几天也没有

人走近电梯。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

法是保持镇定，伺机求援。注意听外面的

动静，如有行人经过，设法引起行人

注意。

◆ 高楼火灾自救常识

如果失火时你在楼下，脱险相对容

易得多，只要弄清出口，一般就能顺利逃

离。如果浓烟弥漫，你可以匍匐而行，因

为越贴近地面浓烟越稀薄，能见度较好，

呼吸较容易，有助于脱险。

如果失火时你被困在楼上，甚至被

困在最高处，逃生就要动脑筋了。从楼梯

逃生困难，可以在窗前挥动衣服，引起救

援人员的注意，等待救援人员前来援救。

如果楼道里边失火或有烟雾，人被困在

房间里，就千万不要离开房间，并且应该

把通向楼道的房门关紧，想法从房间的

窗口处或阳台上逃出，等待救援。

当熊熊烈火近在眼前时，应设法避

开大火，用水打湿棉被、地毯等，裹住身

体，想法躲避到安全地方，这样可以减轻

火焰和浓烟的伤害，有利脱险。高层楼房

失火后破窗逃生，可以借助下水管道或

避雷线缓缓滑下，千万不可以从高处

跳下。

消防专业人士特别提醒，因失火被

困楼内人员千万不要使用电梯。

◆ 食物中毒自救常识

食物中毒一般可分为细菌性（如大

肠杆菌）、化学性（如农药）、动植物性（如

河豚、扁豆）和真菌性（毒蘑菇）食物中

毒。食物中毒既有个人中毒，也有群体中

毒。其症状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

主，往往伴有发烧。吐泻严重的还会发生

脱水、酸中毒，甚至休克、昏迷等症状。

一旦有人出现上吐、下泻、腹痛等食

物中毒症状，首先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

食物，同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 呼

救。在急救车到来之前，可以采取以下自

救互救措施：

催吐 对中毒不久而无明显呕吐者，

可先用手指、筷子等刺激其舌根部的方

法催吐，或让中毒者大量饮用温开水并

反复自行催吐，以减少毒素的吸收。如经

大量温水催吐后，呕吐物已为较澄清液

体时，可适量饮用牛奶以保护胃黏膜。如

在呕吐物中发现血性液体，则提示可能

出现了消化道或咽部出血，应暂时停止

催吐。

导泻 如果病人吃下去的中毒食物

时间较长（如超过两小时），而且精神较

好，可采用服用泻药的方式，促使有毒食

物排出体外。用大黄、番泻叶煎服或用开

水冲服，都能达到导泻的目的。

保留食物样本 由于确定中毒物质

对治疗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发生食物

中毒后，要保存导致中毒的食物样本，以

提供给医院进行检测。如果身边没有食

物样本，也可保留患者的呕吐物和排泄

物，以方便医生确诊和救治。

当然，这种紧急处理只是为治疗急

性食物中毒争取时间，在紧急处理后，患

者应该马上进入医院进行治疗。

（本版编辑综合）

山东济南：
千人上街宣传防灾减灾

5月 12日，山东省暨济南市“防灾减灾

日”宣传活动在泉城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省应急厅、省地震局、省科

学技术协会、省红十字会、武警山东省总

队、省消防救援总队等省减灾委员会成员

单位和济南市应急局等省、市有关单位的

1000多名人员参加了活动，并与现场群众

进行交流互动，向公众宣传普及了各类灾

害风险、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互救技

能，展示了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激起

了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和参与热情。

江苏泰州：
进行实战演练检验应急队伍

5月 12日，江苏省泰州市，一场模拟实

战拉动演练正在进行。

演练以5月11日17时30分泰州市高港

区发生里氏7.0级以上“地震”为模拟背景，

民宅大范围、大面积垮塌，大量人员被困。泰

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迅速调派重型搜

救队前往处置。总队接报后，立即启动特别重

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预案，调集13支重型

地震救援队、1支轻型地震救援队、搜救犬中

队等共1000余人、180余辆消防车、6只搜救

犬参加演练。演练设置装备器材点验、徒步行

进、生命搜索定位、横向安全破拆救援、狭小

空间救援、车辆事故救援、孤岛救援等7个

演练科目。 （本版编辑综合）

暴雨、火灾、地震、雷电等等，各种各样的灾害隐患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灾害确实可怕，但比灾害更可怕的是无知。一项有关中国公众防灾意识和减灾知识的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基本防灾准备的，尚不足 4%，关

注灾害知识的仅占 24.3%；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关注防灾减灾知识的更少，仅有 11%。
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互救技能至关重要。灾害发生时如果能开展有效的自救互救，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救援时间，避

免更大的人员财产损失。大多数灾害一旦发生，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只有提前做好预防准备，才能防止灾害变成灾难。本期，我们介绍一些防灾减灾知识和
避灾自救互救技能，以期让更多人在面对突发灾害时能沉着冷静应对，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编
者
按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画重点！
这些自救互救常识了解一下

广东东莞：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增强基层减灾能力

5 月 12 日，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为做

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在先锋村举办了

2019年防灾减灾日活动，向市民普及防灾

减灾的科普知识，增强基层减灾能力，减轻

灾害风险。

活动现场，沙田镇社会事务局、应急管

理分局、卫生健康局、（沙田）消防大队等部

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

料、应急救援器材展示等方式，向市民进行

地震避险、灾害救助、消防安全等方面的科

普教育。同时，通过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等，增强基层减灾能力。

应急管理部官宣：
应对家庭火灾常备“五件宝”

居民家庭火灾占火灾总起数的 60%以上，90%以上的亡人火灾发生在居民家中。

为防患于未然，居民家中需常备以下五种消防安全器材。

四川：
防灾减灾新装备新体验
吸引市民

地震破拆装备、照明设备、侦查无人

机、氧气呼吸器……一系列最新的防灾减

灾装备在四川省防灾减灾教育馆中一一亮

相。这场由四川省减灾委员会、省应急管理

厅组织的“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科

普宣传周活动，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参观。

“使用前要检查全面罩里呼气阀、吸气阀

等是否完好，整体的气密性是否完好……”什

邡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大队乔道军正在为

参观的市民演示正压氧气呼吸器的使用方

法。“矿山事故发生后，救护地点往往通风不

良或存在有毒有害气体，这件设备针对的就

是这种情况，救援队员戴上后就能在确保自

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乔道军说。

除了展出新式装备，让民众亲自体验

各种模拟演练，也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信 息 短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