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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小记者活动马上开始，想在齐鲁晚报上发表文章的小记者，请把作文投
送到邮箱：330447994@qq.com。

参观消防队

12月13日，今天的天气虽然很
冷，但是我还是冒着严寒和齐鲁晚
报的小记者们来到消防中队参加活
动。一进大门，我就看到了排列整齐
的消防车。自由活动了一会儿，消防
员叔叔就让我们集合站成两列开始
今天的旅程。

消防员叔叔首先向我们介绍了
自己的姓名，然后带我们参观了停
在院子里所有的消防车，给我们详
细讲解了消防车里面的灭火和救人
工具。原来消防员叔叔们不光负责
救火，还负责各种救援工作，包括小
朋友的手卡在电梯里、地震、洪水等
自然灾害和各种意外情况。

接下来，胡叔叔又带我们参观
了消防员的宿舍、文艺室。在荣誉展
览室，我看到了许许多多金灿灿的
大奖杯。我心里不禁羡慕起来。胡叔
叔说，这些奖杯都是消防员叔叔刻
苦训练和辛勤的工作挣来的，每份
荣誉都来之不易。他还鼓励我们要
努力学习争当三好学生，争取更多
的荣誉。活动结束后，消防员叔叔对
我们进行了消防知识考核，抢答问
题正确的同学都得到了一个毛绒玩
具小奖品。虽然我没有得到礼物，但
是我学到了很多救火基本知识。

文化路小学二年级三班 张瀚文

消防员叔叔，你真棒！

今天，我们齐鲁晚报的小记者
走进了消防队。在消防员叔叔的耐
心讲解下，我们了解了生活中常见
的消防安全知识，认识了各种类型
的消防车和消防器材。最让我难忘
的是消防员叔叔精彩的消防技能训
练。

首先是水带操作。一名消防员
战士怀抱着一大卷盘得整整齐齐的
水带，一声令下，他就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跑出，并把水带拉开。消防员战
士的动作太快了，我还没反应过来
呢，水带就乖乖地、笔直地躺在地上
了。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接着是穿消防服比赛。比赛开
始！两名战士立刻脱掉自己的鞋子，
穿上消防靴，在弯腰的同时，两只手
往肩上一提，哇！太神奇了，裤子竟
然穿好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原
来，消防员叔叔的消防裤和靴子是
一体的，并且有两根带子可以挂到

肩上，真像我们小时候穿的背带裤。
这样的设计可能更实用吧!我正想
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其中的一名战
士已经穿好上衣，系上腰带，带上安
全帽了。另一名战士只慢了一点点。
两人总共也就用了十多秒吧！旁边
的队长幽默地指着那个慢一点儿战
士说：“他是个新兵。”大伙儿听了不
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最后，我们看了消防员叔叔高
空系安全绳下楼和乘梯登楼。在乘
梯登楼时，有一位叔叔在楼下举着
梯子，另一位叔叔抱着水带迅速地
顺着梯子爬到楼里，然后以最快的
速度把消防水带和水枪连接好。动
作太麻利了！怪不得在危急时刻，消
防员叔叔能分秒必争地抢救无
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呢！消防
员叔叔，你真棒！
南实小花园校区三年
级五班 赵姝娅

救急的120

今天天气晴朗，我们小记者团
乘车来到泰安市120急救中心参观
学习。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我
非常兴奋和激动。

我们大家先来到急救中心的学
习培训室，一位年轻和蔼的叔叔教
给我们几种急救器材的使用方法：
第一种是电动负压式骨折固定器，
把里面的空气抽出来就能固定受伤
的肢体，代替老式的木板固定器；第
二种是针刺环颈膜，插入管子可以
打开气道，这是救治危重病人的；第
三种是头部和颈部固定器，可以有
效防止救治伤员时的二次损伤；第
四种是便携式除颤仪，可以用电击
的方式进行心肺复苏；第五种是车
载式呼吸机，也是特别重要的急救
仪器。

有一位专职老师教我们绷带的

正确使用方法，老师说：手、肘
关节受伤可以用8字包扎
法，这样包扎不仅透气而
且可以正常活动。老师
还演示了按压式心肺复苏
的方法，按压五组每组30下吹气2
次，病人刚休克的5分钟内及时进行
正确的救治非常重要。

最后老师带领我们到120急救
电话指挥控制中心参观，刚进去正
好一个急救电话打了进来，值班的
阿姨很快就询问了病人的地址、电
话及简要病情等情况，并给离病人
最近的医院下达救治任务，不到1分
钟就完成了，速度真快啊！

参观结束，我们学到很多急救
知识，感谢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
员，有了他们才能及时地救助更多
的病人！ 文化路小学 李子超

我学会了包扎

今天是特别令我难忘的一天，
因为我跟随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参加
了参观120活动，学到很多知识。

到了目的地，我们兴高采烈地
下了大巴车，迫不及待地冲进了疾
控中心大楼。在8楼，我们大家走进
了一个洁白的房间，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模拟
人。工作人员耐心地给我们介绍了
许多仪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负
压骨折固定器，它能在急救伤员的
时候固定骨折部位，避免二次伤害，
工作人员还让小记者中的一员亲身
体验了一下呢！

我们还学习了受伤时如何包
扎，手背骨折时要倾斜着包扎，胳膊
肘骨折时要包成眼睛形，为什么要
这样包扎呢？告诉你吧，是因为这样
包扎才不影响手的抓握和胳膊肘的

弯曲。然后，工作人员又在模拟人面
前演示了心率复苏的过程。哇，这么
多知识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呢！大
家都看得目瞪口呆。

接下来，大家又跟随工作人员
来到了120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
把我们分成五人一组。120调度中心
里有一排电话，还有大屏幕，屏幕上
有地图和定点监控影像……120调
度中心的作用可大了，工作人员守
候在这里，时刻关注着电话和屏幕
上的信息，好快速、及时地抢救伤
员。

通过参观，我认识了急救仪器，
学会了受伤时如何正确包扎，知道
了怎样进行急救，了解了120指挥调
度中心的作用。今天真是难忘的一
天！

迎胜小学 二年级二班 张雅涵

120调度中心真神奇

你想认识各种急救仪器吗？你
想知道怎样给伤员急救吗？你想了
解120指挥中心是怎样调度的吗？
跟我来！

在高大的疾控中心八楼，一打
开房间门，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真人
大小的模拟人躺在床上，把我吓了
一跳。老师给我们讲了几种仪器，
有负压骨折固定器、颈部固定器、
便携式除颤仪等。固定器的作用可
大了，抢救伤员的时候，因为不知
道有没有骨折，所以要用上颈托等
固定器把受伤的部位固定住，避免
更大的损伤。便携式除颤仪的作用
就更大了，它能通过电击为伤员进
行心率复苏。真是太神奇了！老师
讲解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们都瞪着

眼睛、竖起耳朵、伸着脖子、踮起脚
尖，全神贯注地听着。

接下来，工作人员又演示了8
字包扎法，这样包扎好后不影响弯
曲。最后，工作人员又用模拟人给
我们讲解了怎样做人工呼吸，真是
让我大开眼界！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
了120指挥中心大厅，我们看到这
里面有一个大地图，旁边还有一个
大屏幕，上面显示着各个医院里救
护车的情况……原来指挥中心是
通过这些确保受到意外伤害和突
发疾病的市民得到快速、及时、优
质的紧急救援和安全转送的。

迎胜小学 二年级三班
张雅淳

给120让出通道

今天我们齐
鲁晚报小记者团
一行二十多人参
观了神秘的的市
1 2 0疾控中心，通
过这次参观使我
了解到了很多以
前从来没有接触
过的医疗救助和
医疗器械方面的

知识，让我受益匪浅！
在那里有位叔叔向我们介

绍了有关医疗器械方面的的知
识，如除颤仪、担架、负压式固
定器和颈部固定器等，最有趣
的就是那负压式固定器了，在
不使用的时候软绵绵的像救生
衣，但当使用的时候里面有了
气体就截然不同了，硬邦邦的，
如患者的胳膊或腿骨折的的康

复全靠它的固定才能得以恢
复！

那位叔叔还向我们讲解了
心肺复苏的方法，如按压的位
置应该是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
及按压比例和连续做的次数
等。叔叔还教我们如何缠纱布、
遇到突发病症如何拨打120急
救电话……还有很多很多在这
里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总之这次参观使我懂得了
很多医疗知识，也对“120”有了
一个充分的认识！在日常生活
中坚决不能随便拨打120的电
话，因为它关系着很多人的生
命安危。在路上要尽最大努力
给120急救车让行，让出一条绿
色生命通道！

泰安市文化路小学五年级
二班 宋婧宇

认识急救器材

今天，我和爸爸参加了小记者
活动：去卫生大厦参观120指挥调
度中心。我们跟着老师认识了几个
急救器材，还学了手部和肘部的包
扎方法，老师还给我们演示了胸部
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方法。真的太

有意思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

120指挥调度室。在里
面我看见有几个叔叔
阿姨在接电话，老师
说只要有医疗急救电
话打过来，他们就会
赶紧派最近的救护车
前去急救。他们统一
指挥调度全市医疗单

位和医护人员实施医疗紧急救护，
责任非常重大。我看着他们有的在
接电话，有的在严肃地看着大屏
幕。我们在里面蹑手蹑脚的，不敢
发出大的声音，生怕打扰到他们。
跟着老师参观完后，我们就高高兴
兴地回家了。

我心里想：今天我学习了很多
急救方法，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不用着急了，可以用学到的方法
去救护。虽然叔叔阿姨们很辛苦，
但是他们及时挽回了很多人的生
命。我爱他们！

外国语学校 二年级四班
张艾可

学会人工呼吸

今天我参加了小记者
组织的参观120疾控中心，
我学到了以前不知道的知
识。大家想知道都有什么
吗？

首先一位工作人员叔
叔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救护
的器械和知识，但最让我
感兴趣的是对受伤人员的
人工呼吸，原来以为就只
是往对方吹气，现在才明
白其中有很多过程，首先
要大声询问伤者是否清
醒，然后再把手指贴近鼻
孔感受是否有呼吸，叔叔
说这个时候有戴眼镜的人
员就可以把眼镜放到伤者
的鼻孔跟前。

如果有白色雾气，说
明这个人还有呼吸，这时
候得把伤者的头侧一边，
害怕伤者会有呕吐现象，
再把呼气器官堵塞，接着
把伤者的衣服解开，在胸
前一下的位置上用自己的

双手连续按压三十次，然
后进行嘴对嘴吹气，这就
叫做人工呼吸，但是叔叔
又说了，按照正常的程序
应该是跟伤者的嘴巴间得
加上一根管子或者隔上纱
布或者其他防护措施，因
为我们急救人员也不知道
受伤人员是否有传染病，
所以安全很重要！

然后我们去了120急
救调度指挥中心，调度中
心的墙上最左边是各个医
院120救护车的监控，中间
是我们泰安的地图，在那
里可以看到每辆120救护
车的行驶位置，最右边是
泰安所有医院救护车的车
牌号、类型和工作状态。

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
知识，我只讲了其中的一
部分，也是我最感兴趣的
一部分。

文化路小学 三年级
二班 韩孜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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