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冬季季防防火火常常识识

冬季干燥、用电量加大，火
灾的各类诱发因素增多，易发
生火灾事故，更应提高警惕。

一、防火篇

1、乱仍烟头引起火灾
冬季风多雨少，天干物燥，

特别要警惕吸烟引起火灾，随
手乱仍烟头是很多烟民的不良
习惯，一定要改正。

2、电器故障引起火灾
要做到用前检查，用后保

养，避免因线路老化、年久失修
或经常搬运碰破电线而引发火
灾事故。

3、要力争把火灾消灭在初
起阶段

火灾初起阶段火场面积
小、温度低、是便于扑灭的最有
利时机。在此阶段发现火灾，只
要不错过时机，可以用很少的
人力和灭火器材，甚至一桶水、
一个灭火器，就可以扑灭火灾，
火灾损失小。因此要注意扑灭
初起阶段的火灾。

4、在逃生时，身上着火怎
么办？

人身上着火后千万不能
跑，因为越跑火就越旺，还会将
火种带到别的地方，有可能扩
大火势，这是很危险的。应该尽
量先把衣服脱掉，浸入水中或
用脚踩灭；也可以跳入附近的
水池和水塘内灭火，如果烧伤
面积大，就不能跳入水中以防
感染。

5、如何选择避难房间？
(1)选择临街的房间，因为

那样便于观察火情，可以和救
援者通过呼喊、手势等取得联
系，对及时获得救援大有益处。

(2)选择有阳台的房间。
(3 )选择有楼梯间便于接

近的房间。
6、电脑着火怎么办？
如果电脑着火，即使关掉

机子，甚至拔下插头，机内元件
仍然很热，仍会发出热焰并产
生毒气，荧光屏、显像管也可能
爆炸。电脑开始冒烟或起火时，
马上拔掉电源插头或关闭电源
总开关，然后用湿毛巾或棉被
等盖住电脑，这样即能阻止烟
火蔓延，也可挡住荧光屏的玻
璃碎片。

切勿向失火电脑泼水，即
使关掉电源的电脑也是这样，
因为温度突然降下来，会使炽
热的显像管爆裂。此外，电脑
内仍有剩余电流，泼水可能引
起触电。切勿揭起覆盖物查
看，灭火时，为防止显像管爆
炸伤人，只能从侧面或后面接
近电脑。

7、使用电源插座怎样注意
防火？

在电源插座上均标明有确
定电压与电流，这说明电源插
座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与电流
值。电压与电流的乘积为电功
率，单位为瓦数。若在使用多联
电源插座时，插了好几种电器
就应仔细计算一下所插电器的
功率是否超过了多联插座的额
定功率，假若比插座的额定功
率低，使用就安全。相反，当多
种电器的电流通过多联插座
时，电流愈大其热量愈高，严重
时就会引起火灾。所以切记使
用电源插座时不要“小马拉大
车”。

二、如何正确使用电器

1、空调的使用
安装空调前要检查入户电

源线、电表、以防过载。不要短
时间内连续切断或接通空调器
的电源，当停电或拔掉电源插
头后，一定要记住将选择开关
置于“停”的位置，使用时再接
通电源，按启动步骤操作。空调
器必须接地或者零保护，热态
绝缘电阻不低于2欧姆才能使
用，对全封闭压缩机的密封接
线插座经过耐压和绝缘实验，
防止其冷冻液外溢导致起火。
空调器周围不得堆放可燃物
品，窗帘不能搭在窗式空调器
上。不得改装空调器，增加其使
用功能。

2、电热毯的使用
不买粗制滥造、无安全措

施、未经检验合格的产品，以防
止因质量，特别是接头连接不
良而酿成事故。第一次使用或
长期搁置后再使用，应在有人
监视的情况下先通电1小时左
右，检查是否安全。使用前应仔
细阅读说明书，特别要注意使
用电压，千万不要把36伏或24

伏的低压电热毯接到220伏的
电压线路上，不要固定位置折
叠。最好铺在窗板上使用，且上
下各铺一层席梦思或棉褥为
宜，不要在席梦思和钢丝床上
使用直线型电热毯。因直线型
电热线易断裂，引起火灾。电热
毯通电时，人不能远离。使用温
度不能控制在普通型电热毯，
当温度升到所需要温度时，应
切断电源，电热毯通电后，如发
现不热或其他异常现象，应立
即断开电源，进行检修。使用电
热毯时，如临时停电，应断开电

源，以防来电后，因通电时间过
长，无人看管而造成火灾，要注
意防潮，特别是给婴儿和生活
不能自理的病人使用时，应经
常查看电热毯的温度和湿度，
遭水湿的电热毯应晾干后再
用。电热毯脏了，只能用刷子刷
洗，不能用手揉搓，以防电热毯
折断。

三、冬季防火要注意“七忌”

一忌家用电器故障引起火
灾。使用电炉、电热毯、电熨斗
等，要避免因线路老化、经常搬
运导致电线受损引起火灾。

二忌乱仍烟头引发火灾。
“小小一支烟，能毁万丈楼”，尤
其像厨房这样易燃物较多的地
方，要格外注意。

三忌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火
灾。燃放烟花爆竹要掌握正确
的燃放方法，燃放后对现场要
进行检查清理，消除火险隐患。

四忌烤火取暖引起火灾。
冬季烤火取暖严禁用汽油、煤
油、酒精等易燃物引火，火炉周
围不要堆放可燃物品，取暖器
材不要用来烘烤衣物。

五忌燃烧垃圾引起火灾，
垃圾里可能有可燃可爆物，如
液化器残液、玻璃瓶、废旧液体
打火机等，一旦燃烧就有爆炸
的可能。

六忌气体泄露引起火灾。
一旦发现煤气泄漏，应立即关
闭气阀和炉具开关并打开门
窗，此时不要开关室内任何电
器或使用室内电话，发现邻居
家燃气泄漏应立即敲门通知，
切勿使用门铃。

七忌不配备消防器材。每个
家庭都应配备小型灭火器等，每
位成员都要掌握使用方法。

商场、宾馆、车站、机场、影剧院、
俱乐部、文化宫、游泳场、体育馆、图书
馆、展览馆都属公共场所，这些场所一
旦发生火灾，伤亡惨重。因此，市民应
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的防火规定：

1、进入公共场所，自觉配合安全
检查；

2、不在公共场所内吸烟和使用明
火；

3、不带烟花爆竹、酒精、汽油等易
燃易爆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

4、车辆、物品不紧贴或压占消防
设施，不应堵塞消防通道，严禁挪用消
防器材，不得损坏消火栓、防火门、火
灾报警器、火灾喷淋等设施；

5、学会识别安全标志，熟悉安全
通道；

6、发生火灾时，应服从公共场所
管理人员的统一指挥，有序地疏散到
安全地带。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严禁烟
火”的标志，实际它是向我们提示：你
已进入防火重地或危险地区。

这些标志通常出现在以下部位：
1、火灾危险性大的部位，如化工

厂、油气储罐站、液化气换瓶站、煤气
调压站等；

2、重要的场所，如发电站、变电
站、通讯设备机房、历史文献储藏室
等；

3、物资集中，发生火灾损失大的
地方，如物资仓库、原材料库、存放先
进技术设备的实验室等；

4、人员集中，发生火灾伤亡大的
场所，如商场、影院、舞厅、图书馆、展
览馆等。

我们必须做到：
1、不在这些场所吸烟和随意使用

明火；
2、不将无关的易燃易爆物品带入

防火重点部位；
3、严格遵守各种安全标志、消防

标志的要求，遵守各项防火安全制度，
服从消防保卫人员的管理；

4、劝阻违章人员、制止违章
行为，维护防火重点部位的
消防安全。

公共场所
防火很重要

春春运运列列车车发发生生火火灾灾记记六六点点助助逃逃生生
一年一度的春运已经

拉 开 序 幕 ，随 着 春 运 的 开
始，火车成为了春运的主力
大军，不少人都会选择乘坐
火车回家，然而在面对如此
巨大的客流压力，让我们不
禁要考虑消防安全问题，如
果在火车上发生火灾事故，
那 后 果 是 不 堪 设 想 的 。在
此 ，泰 安 消 防 提 醒 广 大 群
众：乘坐火车回家途中需要
谨慎，防火工作不可松懈。
同时，为广大群众支招，教
大家面对列车发生火灾如
何逃生。

春运过程中，不光旅客
流量大，在列车行驶的过程
中，车厢内存在的火灾隐患
也是不少的。当面对列车发
生火灾事故时，我们应该怎
么逃生？

一是如果列车发生火
灾事故，要保持冷静，不要
慌乱，更不能盲目地乱跑乱
挤或开窗跳车，从高速行驶
的列车跳下不但可能摔伤，
而且在开窗的同时会造成
风助火势，使得本来可以控
制的小火变大。

二是列车着火后注意
火势蔓延方向，及时向未燃
烧的车厢转移，转移中不可
贪恋财物，听从乘务人员引
导，以免列车旅客多，逃生
过程中发生意外。

三是火势较小时，不要
开启车厢的门窗，以免新鲜
空气的进入加速火势的蔓
延。此外，乘客应该自觉协
助列车工作人员利用列车
上的灭火器材实施扑救。同
时，有秩序地从座位中间的

人行过道，通过车厢的前后
门向相邻车厢或外部疏散。

四是如果浓烟蔓延过
来，在向安全地带转移的过
程中应当用湿毛巾捂住闭
口，低身行走，避免吸入大
量有毒气体。

五是在乘车过程中，要
明确列车消防设施位置，以
便于发现初期火灾及时扑
救。

六是如果车厢内火灾
越来越大，应该等列车停稳
后打开车窗或者用坚硬的
物品将车窗击碎从而逃生，
并及时联系消防部门求教。

春运人多隐患也多，在
做好防火工作的同时，了解
正确的逃生方法，是有助于
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
保障。

发生火灾莫慌张，赶快
逃生第一桩。

瞧准通道看出口，高层
就沿楼梯走。

烟气有毒危害大，捂住
口鼻腰弯下。

身上着火把衣脱，就地
打滚速解决。

困在高楼莫惊慌，发出
信号和灯光。

不要跳楼乱躲藏，等待
救援保安详。

逃生器材身边备，熟练
使用操作对。

一旦火灾降临头，逃生
器材把命留。

安全通道生命路，随时
畅通莫堵住。

火场疏散别拥挤，有序
逃生是目的。

灭火方法要切记,扑灭小
火没问题。

四个能力要牢记，能防
能灭没问题。

消防设施要好用，关键
时刻能保命。

安全标志要记牢,紧急时
刻把命逃。

发现火情速报警，及时
报警损失小。

火场逃生自救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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