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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百四十七）消防安全小常识
隧道发生火灾该怎么逃生？

（下）
二、隧道由于设计和管理差

错，存在以下火灾隐患：
1.通风排气道少。隧道内通

风排气道少，必然通风不畅，温
度上升快，许多有害气体都滞留
在隧道内，不但伤害人体健康，
还易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重大
损失。

2.缺少紧急进出口通道。当前
各国隧道的外观比较优美，结构各
不相同，高度和密度也各异，但都
缺少紧急进出口。不少公路隧道只
能从两端进出，地铁隧道也只能从
车站进出。有些隧道虽有少量进出
口通道，但标志不醒目，或者被堵
塞作为他用。一旦发生火灾等灾
难，不但消防和救护车辆无法迅速
到达现场，遇难者也难以顺利逃
出，必然造成重大灾难。

3.防火救护设备少。不少隧道
内缺少灭火水源和灭火器，消火栓
间隔太远，救护工具也很少。一旦
发生火灾等灾难时，现场人员无法
及时灭火救灾。

此外，还有许多人不重视或不
了解的危险因素。如通过隧道运输
的面粉、咖啡粉和牛奶粉等有机物
粉末与隧道中灰尘混合后，遇到高
温或明火时，同样会发生爆炸。

那么如不巧遇到隧道火灾，如
何为自己求得更多生存机会呢，在
此就给大家支几招：

隧道火灾逃生法

第一：如开车遇到前方隧道内
发生火灾应及时撤离车辆，在车身
后放置警示标志，然后朝着火势、
烟雾流相反的方向逃离。

第二：逃生时，用手巾或衣物
（用水沾湿更好）捂住口鼻，借以滤
烟防毒，最好弯下腰走，因为着火
时，扩散在隧道里的烟雾和毒气最
初是不平均分布的，顶部较浓，下
部较稀，而且温度分布也是上高下
低；不要高声喊叫，否则会吸入较
多的烟雾和有毒气体。

第三：较长的隧道，大多有直
接通向地面的安全出口，安全出口
的位置一般都在隧道出入口处标
明，隧道内也有标志。这条疏散通
道，应当是平坦的，路线简洁，无交
叉，有事故照明，有排烟设备。假如
隧道内失火，能逃入通向地面的安
全出口，那就最合适了。

第四：若被困在车厢内，可迅
速果断地用车内消防锤、高跟鞋等
一类的尖利物体敲碎车窗，逃离着
火体。

第五：若火灾发生在地铁隧道
内，要牢记往上风口跑，就是逆着
风跑。由于隧道内形成了一个天然

“卧”着的通风烟囱，里面本来就有
空气流动，再加上火灾后地铁会启
动紧急程序，在出事列车一端迅速
喷出气流，而另一端则猛吸烟雾，
出现强烈空气对流，毒烟雾将涌向
下风口。

烧伤病人的现场急救
在所有灾难事故中，烧伤是一

种常见的损伤。如森林大火，工厂、
民房失火，锅炉爆炸等所产生火
焰、热、蒸气、化学物质、毒剂、有毒
烟雾等使事故现场人员皮肤烧伤，
火焰、毒剂、蒸气从呼吸道吸入，损
伤鼻腔及咽、喉部，也可造成气道
甚至肺的损伤（吸入性损伤）。地区
性的灾害防治机构应将烧伤列为
重要预防，训练课题之一，并成立
军民协作烧伤救治网。烧伤救治网
应在平时制订好抢救预案，组织专
业培训，模拟灾难性烧伤事故演
习。其他如通讯联络机构、交通运
输机构、消防队伍、中心急救站、医
院烧伤专科医护人员在上级指挥
下，一旦发生烧伤事故，立即奔赴
事故现场将伤员救出，并施以医疗
急救，并根据伤情分类后送到有关
医院。在火灾事故中，消防队员与
抢救人员应互相配合，在灭火与抢
救伤员时防止伤员再度负伤和抢
救人员被烧伤。伤员脱离火源后，
应检查着火的或被酸碱液浸的衣
服，并脱去衣服，火焰烧伤者创面
用清洁的被单或衣服简单包扎保
护创面，防止再次污染和再次损
伤。

一、热液烫伤：要迅速将衣服
脱下。必要时用冷水或自来人浸沐
伤处。肢体部位烫伤用此法效果比
较好，可减轻疼痛，减轻损害。浸沐
时间一般为半到一小时，或到不痛
为止。

二、凝固汽油烧伤：应以湿布
覆盖。

三、强碱类烧伤：如苛性碱（氢
氧化钾、氢氧化钠）、石灰碱等烧伤
的伤员，应：

（一）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干
净。在水冲前避免使用中和剂，以
免产生中和热，而加重烧伤。一般
在大量水冲洗后不需要用中和剂。
如果用中和剂（如用弱酸 1%枸椽
酸），仍用大量清水冲洗。

（二）若为干石灰所引起的烧
伤，应先将石灰粉拭干净后，再用
大量清水冲洗，不可将伤部泡在水
中，以免石灰遇水生热加重烧伤。

（三）在急救时要特别注意眼
部的彻底冲洗，然后再涂抗菌油
膏。

四、强酸类烧伤 如硝酸、硫
酸、盐酸、石炭酸等烧伤的伤员，
应：

（一）迅速用大量水冲洗创面，
然后再用 5%碳酸氢钠溶液中和
（石炭酸用酒清中和，因石炭酸不
溶于水），中和后再用大量水彻底
冲洗。

（二）特别注意眼部的冲洗，然
后涂抗菌膏每日 4次，视需要用阿
托品扩大瞳孔。

五、吸入性烧伤 有呼吸道梗
阻时，及时行气管切开，保持吸吸
道畅通。心脏停跳时，及时做心脏
挤压，恢复心跳。病人有烦躁不安
者给予镇静、止痛剂。

六、休克伤员 就地给予抗休
克、补充平衡盐溶液后再送，这类
伤员应由专人专车护送。

本报讯（记者 朱幼萍） 近日，
区税务局全体党委委员、中层正职干
部来到长潭水库纪念馆参观学习。近
阶段以来，全区各乡镇街道、各单位
纷纷组织党员、干部来到长潭水库纪
念馆开展“循足迹·悟初心”专题学习
活动，重温“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
长潭水库建设精神，领悟党的初心。

当天，区税务局全体党委委员、
中层正职干部认真听取了关于长潭

水库建设历史的讲解，仔细浏览了每
一张展板，并观看了长潭水库灌溉、
供水流域模型图和长潭水库建库视
频《长潭魂》。随后，全体人员还在纪
念馆前，重温了入党誓言。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来长潭水库纪念馆参观
学习的全区党员、干部达四千余人
次，通过看场景、听解说，有力地激发
了大家“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

本报讯 （记者 林 雪 通讯员
林 微 邱佳媚） 10月 11日，区公路
管理局联合交警部门在辖区高速出
口、黄土岭、104 国道东、西复线桥
梁、永宁江大桥、325省道复线江口
路段、上辇、325省道新前等路段严
查超限超载违法车辆。

期间共查处 14辆违法车辆，其
中有 6 辆违法车辆车货总重超 100
吨，最重的高达 127.27吨，超限率达

159%，经查处的违法车辆，一律由公
路管理部门监督车辆消除违法行为
后，再移交交警部门实施处罚记分。

超限超载车辆严重危害路面和
桥梁的安全，下阶段，区公路管理局
将继续深入开展联合整治行动，通过
联合执法、实行非现场执法、走访辖
区内运输企业这一系列举措，坚持路
面治超不松懈，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
路域环境，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季中奎） 10
月11日，区卫健局、区中医院组织部
分骨干医生来到高桥街道下浦郑村
文化礼堂，开展送医下乡义诊活动，
利用医院自身医疗资源优势，把健康
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在下浦郑村文化礼堂，听说有医
疗专家来村里义诊，许多村民早已在
此等候。为了方便村民就诊，文化礼
堂成了义诊活动的临时诊室，在分诊
台前，还有村干部引导村民就诊。来
自中医科、内科、外科、眼科、骨科等
科室的专家们热情服务村民，为村民
开展量血压、测血糖、针灸推拿等检
查治疗，认真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种医
疗咨询，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治
疗建议，指导村民们合理就医吃药，
热心讲解定期体检和改变不良生活

习惯的重要性，鼓励村民养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并温馨提醒村民们入秋后
早晚温差较大，要注意防寒做好保暖
措施。

“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平时一个
人在家，要去趟城里的医院检查特别
难。这次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
到了医疗服务，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
大的方便。”年逾七旬的张老太一坐
上就诊椅，就迫不及待地对医生说
道。80多岁的李秀凤平时身体不好，
在做了血压、血糖等检查后，对医生
的治疗意见和用药指导感到非常满
意，她高兴地说：“有了检查结果，又
有专家的用药膳食指导，心里踏实多
了。”短短半天的时间，义诊活动共接
受群众就诊、咨询 100余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300余份。

本报讯 （记者 章鸣宇） 连日
来，公路部门组织人员对全区 300多
座公路桥梁集中开展了安全检测和
隐患诊断，确保桥梁运输安全运营，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0月 14日，在西门立交桥下，桥
梁养护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正在对高
架桥进行全方面检测。借助测宽仪等
设备，检测人员从不同角度对桥墩、

桥面的混凝土进行强度测试，实地查
验高架桥是否存在支柱、梁体裂缝等
安全隐患。“40公分，基础局部冲刷。”
在上垟乡西洋村附近的公路桥下，检
测人员发现由于水流冲刷，桥墩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桥梁主体结构现
在是完好的，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我
们建议在桥墩基础局部冲刷的位置
进行修复。”检测人员当场就拿出了

解决的方案。
据了解，此次“体检”主要是针对

市区的立交桥梁墩台基础、承重部构
件、桥面伸缩缝、桥下环境，以及山区
桥梁、跨河桥梁及浅基础桥梁基础是
否冲刷严重、护坡及铺砌是否完好等
严重影响桥梁安全等项目进行全面
检查，严格按照“一桥一档”的要求，
将桥梁技术数据、养护维修及检测情

况如实记入档案，并作出相应的桥梁
养护或加固建议。通过拉网式安全诊
断，基本排除安全行车隐患。

“从检测的结果看，目前，由公路
部门管辖的城区桥梁都是安全完好
的，西部山区有一些桥梁受到台风等
天气影响，有部分路段受损，接下来
我们将对受损的桥梁进行修复。”区
公路管理局副局长金晶说。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仲斐） 10月
15日上午，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院桥
镇派出所对位于院桥镇客运中心的
正斌超市采取强制关停，下发行政强
制执行决定书，并依法张贴封条。

据悉，国庆节期间，消防监督执
法人员对该超市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时，发现超市未经消防审批擅自投入

使用、营业，执法人员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
该超市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并罚款的
处罚决定，并要求补办相关消防审批
手续。

10 月 14 日下午，相关部门负责
人在对院桥镇客运中心周边的饭店、
宾馆、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消防

安全检查时，发现正斌超市在未办理
消防审批手续下仍在营业，且存在诸
多消防安全隐患，当场采取关停措
施。

正斌超市位于院桥镇新潮路 55
号，共两层，超市属于人员密集场所，
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为保障广大市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杜

绝发生火灾事故，执法人员对超市负
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条第四款
之规定，对该超市作出强制关停。

下阶段，相关职能部门、各乡镇
街道将加大消防排查力度，对消防隐
患采取事不过夜的态度，立查立改，
确保全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循足迹 悟初心

多部门重拳出击整治超限超载车辆

义诊下乡送健康 惠民服务暖人心

公路桥梁“体检”忙

我区一家超市未经消防审批投入使用被强制关停

本报讯（记者 牟婷婷 通讯员
钱 恩） 10月 16日上午，在环城西路
沥青修复现场，十几名身穿反光背心
的市政养护工人正在对破损的沥青
路面进行维修施工，随着机器的轰
鸣，市政工人使用器械对路面破损区
域进行切割、破砼，并随即清运路面
碎块，然后再重新铺设沥青混凝土。

“我们施工时间避开了早晚高
峰，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样能够
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情

况。”市政服务中心沥青修复工程负
责张文建告诉记者。

据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养护
科科长蒋海波介绍，由于道路修建已久
和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侵蚀等原
因，城区内多出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

“创伤”，部分道路凹陷、沉降严重、沥青
路面破损，车辆行驶时颠簸，通行速度
缓慢，造成交通不畅，易引发安全隐患。
为解决城区部分路段路面破损严重，影
响群众通行和行车安全的问题，自10

月12日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市
管理局）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组织人
员对黄长路、环城西路、劳动北路等9
条路段的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整治提升，
预计修复面积达22800平方米，该工作
预计于10月26日全部完成。

“在施工前，我们加强了城区日
常巡查工作，增强巡查次数，以便及
时发现破损，做好统计工作。”蒋海
波告诉记者。据悉，9月以来，区市政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不断加强城区道

路巡查，及时修复破损路面，至今已
修复二环东路、二环西路等城区沥青
路面约 16000平方米。为做好此次修
复工作，该中心借助微信平台，及时
报送修复前、修复中、修复后的影
像、图片、数据等进展情况，以便及
时追踪、监管和指导修复工作进程。

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醒
广大市民，在行经市政道路设施维修
作业路段时请慢行注意安全或按照
现场提示选择绕行。

市民需慢行或绕行

我区集中修补多条沥青路面

本报讯（记者 许炀姿）近日，记
者从黄岩少体校获悉，在江苏南京举
行的全国U18射击锦标赛上，我区刚
满 13周岁的运动小将黄雨婷表现抢
眼，奋勇拼搏，力克多路好手，共夺得
女子乙组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项目、
团体项目、混合团体项目三项金牌。

黄雨婷出生于上郑乡，目前就读
于黄岩城关中学，2017年 1月入选黄
岩少体校射击步枪队，师从林克寒教
练。2018年9月，到队第二年的黄雨婷

就在浙江第十六届省运会中崭露头
角，获得女子乙组10米气步枪40发项
目铜牌，团体银牌。在今年7月长兴举
办的浙江省射击锦标赛中，黄雨婷又
出色发挥，在女子乙组10米气步枪60
发项目中夺冠并破该组决赛省纪录。

据悉，此次全国U18射击锦标赛
作为全国整体水平最高的青少年赛
事，各省各代表队十分重视，好手尽
出，比赛竞争激烈。在比赛中，黄雨婷
沉着冷静，一路披荆斩棘，在女子乙组

10米气步枪60发项目中以632.8环预
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并在决赛中
继续发挥优势，凭借 251环的成绩夺
得个人冠军。此外，黄雨婷还获得该项
目团体冠军，破省纪录（预赛、决赛）两
项，该成绩达到国家运动健将标准。

据林克寒教练透露，这是黄雨婷
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大赛，她对比赛做
了充分的准备，从赛前训练到比赛过
程都极为专注，尤其在决赛中，她注
意力高度集中，身心完全溶入技术动

作中，“比赛结束后，因为太专注比赛
了雨婷并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还是
我事后告诉她的。”

面对比赛成绩，黄雨婷很开心。
她表示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会更加勤
奋，心无杂念，提高实力，争取在下一
次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另外，在本次比赛中，与黄雨婷
师出同门的 15周岁运动小将林航馨
也表现突出，荣获了男子甲组10米气
步枪60发团体金牌和团体两项银牌。

我区射击小将在全国U18射击锦标赛上大放异彩

遗失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开具的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1张，交款单位：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新前街道办事
处，发票代码：42101，发票号码：17561354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