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 日前! 周口市消防支队通过招投标"投

资
!"

多万元购置了一套综合心理训练器材!建成该

支队心理行为训练基地并正式投入使用#

现代火灾的多发性"复杂性"持久性!要求官兵

既要有良好业务知识和技能! 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和

健康的心理$为加强综合心理训练!全面提高官兵心

理素质!周口消防通过招投标!投资
!"

多万元购置

一套综合心理训练器材! 建成了支队心理行为训练

基地$这套综合心理训练器材含单杠%断桥"天梯"速

降"攀岩"绳索等
#$

个训练项目$

新落成的心理训练基地!可进行专业"业务"体

育三项交叉训练!全面提高官兵心理素质!使他们的

心理和身体适应灭火战斗和抢险救灾的复杂情况!

减少各种刺激因素对其不良影响$ 如速降"攀岩等!

不但可以训练官兵的业务技能! 还可以训练他们的

自信心和胆略! 克服高空作业不适等现象$ 通过训

练!可以磨炼官兵意志!强健体魄!增强信心和吃苦

耐劳精神! 从而使官兵在灭火行动中不会表现出惊

慌和意志衰退的行为!坚定必胜信心!竭尽全力同火

灾作斗争$

&心理训练基地的落成!能从根本上%源头上提

升部队心理教育工作水平和质量$ 针对消防部队所

肩负任务的特殊性和现代火灾的特点! 进行这样的

心理训练是十分必要的$ '该支队政委李全锋说$

!李明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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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案例&

##

月
%&

日
!&

时许!漯河市舞

阳县侯集乡马庄村一村民家中三

间瓦房失火!在确定屋内没有被困

人员的情况下!消防官兵迅速出动

两支水枪!一支主攻火点!一支防

止火势蔓延" 半个小时后大火被成

功扑灭"

#!

月
#

日
#!

时许! 漯河市经

济开发区后谢乡娄庄村一村民家

中发生火灾" 该住户家上下两层六

间房屋全部被浓烟笼罩!屋内大量

粮食被困火海" 紧急时刻!消防官

兵将屋内的几十袋粮食抬出!由于

扑救及时!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和

太大经济损失"

#!

月
#

日
#'

时左右! 漯河市

科教文化艺术中心西南角的绿化

带草坪起火!相邻的十几棵小树已

被熏黑!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很容

易造成#火烧连营$之势% 紧急时

刻!消防官兵拿起水枪!采用围追

堵截的战术对大火进行扫射!

#&

分

钟后火灾被扑灭"

#!

月
!

日凌晨
!

时许!位于漯

河郾城区一轧辊有限公司厂房起

火! 大火很快将周边五间厂房引

燃" 在消防水炮的强大威力下!大

火于凌晨
!

时
'&

分左右被成功扑

灭" 火灾发生后!厂区的员工都及

时跑出了火海!没有人员伤亡"

%敲响警钟&

近日!笔者从漯河市消防部门

获悉!这三天发生的四起火灾事故

中!其中有三起是用火%用电不慎

造成的!只有绿化带草坪火灾可能

是人为引起的$ 据了解!冬季用火%

用电%用油大量增加!且风大物燥!

引发火灾的不安全因素增多$ 专家

介绍说!冬季的季节性火灾隐患要

远远高于其他季节$

据专家调查分析!冬季的火灾

大多发生在建筑物内 ! 火灾发生

后!一时不易发现!特别是由于冬

季昼短夜长!加之天气寒冷!户外

活动减少!一般情况下人们早睡晚

起! 尤其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

卧床休息时间将会更长!故而在一

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发现迟 % 行动

慢%报警不及时$ 冬季的风不但冷%

干燥!而且有时很大!这为发生火

灾创造了助氧和蔓延的有利条件!

容易使火势蔓延扩大$ 冬季天寒地

冻!路面常常积雪成冰!这些不利

因素常常会影响到火灾的快速及

时扑救$

该市消防支队的防火专家说!

为以防万一!每个家庭都应配备小

型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每位成员都

要掌握使用方法!确保一旦发生火

灾事故后!能够及时扑救!将损失

减小到最低限度$

%&'()*

安报讯 日前 ! 从信

阳市新农村消防工作推

进会获悉 !从
!&#&

年起 !

该市政府将用三年的时

间实现村村都有消防队

的目标 !进一步完善农村

消防救灾体系 !健全农村

灭火体系 !不断夯实三级

消防监督管理基础 !初步

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的社会大消防安全管理

网络$

按照市政府新农村

三年规划要求 !政府将在

新农村消防工作试点镇 %

村的基础上 !狠抓农村日

常的消防工作管理 !在村

级%政府部门和辖区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推行农村

防火承包责任制 (通过乡

镇与村委会和企业签订

消防安全承包责任状的

形式 !按照 &一乡 )镇 *一

车一)义务消防*队 "一村

一)消防*泵一人)专兼职

消防员 *' 模式 ! 建立乡

)镇 *" 村专职治安消防

队 !在 &一车一泵一义务

消防队 '的基础上 !实现

村村都有消防队的目标 !

全面建立起农村消防救

灾体系 !完善农村灭火救

援体系 !不断提高农村扑

救火灾事故的能力$

!邵 伟"

安报讯 &中站消防

大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

的队伍!对全区经济发展

和社会事业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经区政府研究

决定 !授予大队 +集体三

等功,荣誉称号$ '随着焦

作市中站区区长郑连武

将奖牌交给大队主官 !焦

作市消防支队在一周内

已有
'

个大队被驻地政

府荣记&集体三等功'$

今年以来 !焦作各基

层大队紧紧围绕 &创建平

安焦作" 构建和谐社会 '

的战略目标 !坚持 &抓班

子"带队伍"促工作"创一

流 '的工作思路 !不断用

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

绩观指导消防工作和部

队建设!全体官兵始终保

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

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

战斗的工作作风 !各项工

作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

好态势$消防官兵无私无

畏的精神和高效务实的

作风!展现了当代消防部

队忠诚可靠的英勇形象 !

奋力走在了全市拥政爱

民最前列!为驻地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 赢得了各级党

委"政府的一致认可和人

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李新安 高 歌"

##

月
!(

日
#(

时
!$

分!洛阳

市涧西消防大队二中队接
##)

指

挥中心命令- 向阳路孙旗屯村路

口
'&&

平方米草坪着火! 接到报

警后!消防官兵立即赶赴现场!经

过
'&

分钟的奋战终于将大火扑

灭!未导致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事后! 据消防官兵现场询问

和调查了解! 火灾原因是路人所

扔烟头引起的$

据消防有关人员介绍! 连日

的晴好天气虽然给冬日带来了暖

意!但由于天气干燥!草地已枯!

使得室外草坪" 秸秆等易燃物品

成了火灾&重灾区'!一旦着火!火

势遇风迅速蔓延!一时难以控制!

后果非常严重$

为此!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

民!出门在外时注意防火!不要随手

乱扔烟头!以免酿成悲剧$ 同时!希

望广大市民加强防火灭火知识的

学习!努力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

相关链接

地头吸根烟引燃一块田

安报讯 老实巴交的南阳村民

宋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本本分分

活了大半辈子!却因在地头抽了根

烟被判刑$ 近日!镇平县法院作出

判决! 宋某在地头抽烟引燃
*"

亩

小麦!判刑一年半!缓刑一年$

今年
+

月
%

日
,%

时
("

分 !

南阳市镇平县消防大队接到报

警-侯集镇宋营村的麦田失火$ 虽

然消防官兵及时赶到!奋力灭火!

但由于风助火威! 大片麦田很快

化为火海$最终!

*"

亩小麦被大火

烧毁!

%+

户农民受灾$

经调查! 引起这场火灾的是

宋营村的宋某$ 当日!宋某割麦到

中午!因为太疲惫!准备在地头抽

根烟再回家!不料!没熄灭的烟头

惹了大祸$ !陆芬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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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一套设计精美" 反映消

防部队抗震救灾题材的邮政明信片

.灾难中托起生命之舟/// 洛阳消

防部队抗震救灾纪实明信片 0 )如

图*!近日由国家邮政局批准正式发

行$ 该明信片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洛

阳市消防历史上的空白! 而且在国

内也尚不多见$

此套明信片共
,!

张!精选了洛

阳市消防支队抗震救灾的
,"

余幅摄

影作品$ 每张明信片都是消防官兵

在抗震前线顽强作战的真实记录 !

所反映的内容也不相同! 从临危受

命到火速驰援! 从科学指挥到精心

搜救!从艰险废墟到火线入党!从生

死营救到震后余生!毫不夸张地说!

每一个精彩画面都是消防官兵用生

命换来的! 不仅为这段历史留下了

最珍贵的影像记录! 同时对于弘扬

洛阳消防部队不畏艰难困苦! 不怕

流血牺牲!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战

斗精神!树立消防部队文明之师%威

武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将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洛阳市邮政局有关负责人称 !

此套明信片为贺年有奖明信片 !面

向社会发行! 相信这套明信片能够

在社会各界产生共鸣和轰动效应$

!李书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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