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 一个
!"

岁的修车工凭

借自己多年的修车经验!在修焊一辆

轿车底盘时!酿成火灾烧毁轿车"

!#

月
$

日! 这个已有五年修车经验的

#老$师傅面对逃脱不掉的责任!方才

如梦初醒%

&老$师傅董某今年
%"

岁!他说

自己有五年的修车工龄%

!$

月
$

日

下午 !董某承接修焊一辆桑塔纳轿

车底盘 % 他关了油门 !取下敷在底

盘下面卡油路管子的卡子 !让油管

子悬浮着 !避免焊接底盘时高温起

火 % 处于谨慎考虑 !董某让徒工小

童准备好一盆水 !以防万一 % 凭多

年的经验 !他以为这样做完全可以

没事 !于是就开始用氧气焊接 % 没

想到!不一会儿!真的着火了% 在一

旁的小童看见车子冒烟着火 !赶紧

端起水盆往车上泼% 由于火在车辆

底盘下烧起 ! 一盆水无济于事 !火

越着越大 % 董某从车内爬出来后 !

急忙找了一具灭火器 !不料 !干粉

用完了 !也没有击中底盘下边的着

火部位% 此时!大火失去了控制!桑

塔纳轿车被火吞噬 % 董某急忙打

!!&

报警!消防队员及时赶到 !将大

火扑灭 ! 可是轿车已严重烧毁 !造

成了很大损失%

面对严重的损失和自己要负的

责任!董某方才如梦初醒% 他说!底

盘上有胶! 焊接时焊花落在下边的

油管子上! 引起轿车着火% 如果自

己当初把油管子全部取掉! 这一切

可能就不会发生%都怪自己凭经验办

事!不采取正确的防火措施才造成这

样的后果% !郭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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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许昌

市第二十二期消防安全培训

班在魏都区消防大队圆满结

束! 最后一期
()

名参加培训

的学员经过严格的理论考试!

顺利拿到了结业证书% 至此!

为期
'*

天 ' 培训总人数达

%+&,

人的许昌市
#))"

年消防

安全大培训活动圆满落下帷

幕" !郄林蓬"

!%%

月
#,

日! 焦作市第

一座 &青少年自我保护基地$

挂牌仪式在焦作市消防支队

举行" 该市副市长赵建军要求

市消防支队把加强和提高青

少年消防安全意识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 进一步加大宣传'

培养和教育力度!使全市广大

青少年牢固掌握消防安全防

火 '灭火 '逃生等消防安全基

础知识!减少和预防青少年消

防安全意识淡薄而造成的火

灾事故发生!为广大青少年健

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消防

安全环境" !李新安 高 歌"

!

上海商学院的火灾事

故引起了人们对高校消防安

全的重视" 连日来!洛阳市涧

西区消防大队联合河南科技

大学保卫处开展消防安全大

检查 ! 在该校查收违章电器

"'"

件" !韩 登"

!

自河南省公安厅部署

开展&天网$

%

号消防安全专项

行动以来 !全市公安 '消防部

门联手行动!共发现火灾隐患

++(

处!整改火灾隐患
#,,

处!

责令&三停$

*

家!清理住宿人

员
(%

人!行政拘留
'

人"

!林 楠"

!

近日!洛阳市消防支队

在拥有大部分全省最先进特

勤器材基础上!再投
+)

万元!

为基层部队添置&武器弹药$"

据不完全统计! 仅今年以来!

该支队在器材装备方面资金

投入已有
"))

余万元" !乔 路"

!

连日来!漯河农村地区

火灾事故不断" 为提高广大农

村朋友的消防安全意识!

%#

月

+

日上午!漯河市各县(区)的

消防官兵和辖区派出所民警

将印制的万份消防画册送到

了广大农民手中!让广大农民

掌握消防知识 ' 增强安全意

识% !康 飞 李三中"

安报讯!记者 王 悦 通讯员 邵

伟"上岗前没有经过特种岗位操作人

员培训!信阳一中年男子在建筑工地

操作搅拌机时! 被卷进机器当场丧

命%

%%

月
#&

日!消防人员利用液压

钳'扩张器拆除搅拌机槽斗将遇难者

抬出! 交治安大队和派出所民警处

置%

当日上午!信阳市息县一商住楼

建筑工地内! 一名
+)

多岁的男子在

操作搅拌机时被卷入机器%息县消防

救援人员赶到事故现场时!发现被困

农民工整个身体被卡在搅拌机的中

间!血肉模糊!现场医护人员已经确

认其死亡%

安全监督部门告诉记者!建筑工

地焊工'搅拌机操作工等特殊工种上

岗前必须经过培训!取得上岗资格证

后才能上岗操作!但该男子未经任何

培训就上岗工作%据工地围观群众和

工友分析! 该男子在操作机器时!很

可能是因为轨道的钢丝绞住了男子

的衣服! 然后被强大的拉力卷进去!

发生惨祸% 目前!该商住楼建筑工地

负责人已被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线索提供 关一夫"

%#

月
%

日
%(

时
+)

分 ! 漯平

高速舞阳段发生五车追尾事故 !

一人被困车内" 接到报警后!舞阳

县消防中队
%)

余名官兵赶赴现

场!半个小时将被困者救出" 据交

警部门分析 ! 车祸原因可能是车

速过快引起的"

康 飞 韩 阳 摄影报道

安报讯 !记者 王 悦 通讯员

杨 敏 "

%#

月
#

日凌晨 !新乡市黄河

口一居民楼一层突发火灾 !一
(

岁

男童发现着火后 !砸碎玻璃成功逃

生 %

当日凌晨
+

时许! 当冯某 (化

名 )夫妇被浓烟呛醒时 !发现家里

的客厅已经燃起大火 !夫妻二人逃

出火场后才想起
(

岁的儿子可能被

困火海 !二人试图返回房间营救儿

子 ! 但此时大火已将房门堵住 !屋

内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 两人把希

望寄托在消防官兵身上 ! 可是 !当

官兵们进屋搜寻时 !却没有发现孩

子的身影 % 正在这时 !男孩由姑姑

陪同走了过来% 原来!发现着火后!

男孩打碎卧室玻璃跳出窗外跑到

姑姑家求救%

安报讯 &丁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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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时
,#

分!急促的电话声在濮阳

市的中原油田消防支队一中队战备

值班室骤然响起!话筒里传来焦急的

声音+&消防队吗, 天然气产销厂采气

二区新文
%)+

井在井下作业时发生

强烈井喷!大量天然气泄漏!情况十

分危急!请快速救援**$

险情就是命令%

##

名消防官兵迅

速赶赴井喷现场!一场油井天然气井

喷抢险保卫战瞬间拉开了序幕%

到达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让人触

目惊心% 井口高达近
#)

兆帕的油气

压力震耳欲聋!天然气与轻质油的混

合物喷至
')

多米高! 犹如密集的雨

点四处飘洒!井场周围弥漫着让人几

乎窒息的天然气味% 距离井场不足

,))

米就是人口密集的村庄! 井场上

还停放着装载着射孔用炮弹的测井

射孔车'

'))

辆水泥车'井架'抽油机

等!更可怕的是轮式通井机没有熄火

还在运转!一旦出现火花!极易造成

井毁人亡的恶性事故!后果将不堪设

想%

面对这一险情!消防官兵穿戴好

个人防护用具!切断一切电源!并要

求现场所有人员关闭手机!杜绝一切

可能引起爆炸和火灾事故的火源% 兵

分三路!负责疏散人员'对井口强制

冷却降温和供水% 同时!向中原油田

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汇报! 请求增援!

并与天然气产销厂参加现场抢险的

领导和技术骨干紧急协商!制订抢险

应急预案%

%%

时
#,

分! 中原油田消防支队

副支队长孙承保'指挥中心主任苏克

标等人赶到现场!迅速成立了以副支

队长孙承保为组长的抢险作战指挥

部% 与此同时!各增援中队的
%'

台消

防车也陆续赶到现场% 按照指挥部要

求!井口将水枪稀释改换为移动水炮

稀释!抢险工作有序展开%

失去控制的油气流似脱缰的野

马!从井口呼啸而出!由最初的白色

油气混合物变成黑色的油气杂质混

合物!并从天而降!浓重呛鼻的天然

气四处扩散!消防指战员的防护服早

已罩上一层乌黑的原油水脂!视线开

始模糊!呼吸开始急促%

%*

时
+,

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连续奋战了
,

个多小时!连午饭还未

来得及吃的消防官兵怀抱水枪浑身

湿透! 在料峭的寒风下冻得瑟瑟发

抖% 他们明白!井喷抢险马上就要进

入攻坚阶段% 一声令下!条条水龙冲

上井架!对井口降温!稀释外喷的天

然气浓度!保障技术人员安全操作%

%*

时
,*

分! 随着一阵沉闷的响

声!井喷被成功制伏!现场的一些人

禁不住鼓起掌来% !刘敬宽"

%%

月
#"

日中午 !三门峡市陕

县张湾乡指望村一妇女王某做饭

时 ! 灶台下未熄的火星在一股冷

风的助推下将饭棚下柴火燃着 !

火随风势轰然燃起!蔓延开来" 正

在开会的村干部听到王某的求助

声!带领
+)

多名村民帮忙灭火!十

多分钟后大火被控制"

张平乐 摄影报道

邻里帮忙扑灭大火

%#

月
%

日早上!洛阳市宜阳县

一位七旬老人因家庭琐事产生轻生

念头!跳入自家院内一口
%,

米深的

水井! 冰冷刺骨的井水眼看就要漫

过他的胸部#$紧急时刻! 消防官

兵赶赴现场!众人合力将其救出%

乔 路 摄影报道

45

米深井下救出七旬老人

%#

月
%

日
%+

时许! 洛阳市 河

区东出口塔西村南侧附近大片荒

草着火 !顺着
'

级西南风 !火势越

燃越大 !近百亩农田危在旦夕 !消

防官兵闻警出动 ! 采取果断措施

将火扑灭 ! 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控

制了农民群众不应有的损失"

张 亮 摄影报道

$火魔%顺风吞噬百亩农田

高速路上五车连环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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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消防车辆!观看训练场景!红红的战车让孩子们激情

飞扬!敏捷的水带抛洒让孩子们惊叹不已" 连日来!洛阳市消防

支队开通的&警营一日游' 吸引了无数中小学生%

不久前发生在上海商学院的亡人火灾再次向我们敲响了

警钟% 根据洛阳市政府统一安排!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近期要

在教育(消防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和到消防队

站参观活动! 真正提高中小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技

能! 增强中小学生应对灾害情况下的应急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最大限度减少灾难降临时的损失%

%#

月
+

日! 在洛阳市消防支队特勤

中队!许多学校师生参观后感慨地说)&通

过*警营一日游+参观学习活动!我们体会

到了消防官兵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并

了解了消防的基本知识!更增加了我们的

消防安全意识% ' 李书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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