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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火灾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无论是装修、电焊，
还是踏青、祭扫引发火灾，大多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
节，“不慎”引发火灾。因此，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此提醒
大家，无论身处家庭、单位，还是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消防
安全细节。

※办公室消防安全
春季风干物燥，应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

理办公室内外的各种易燃物品，如废纸、垃圾等；禁止在公
共场合吸烟；不要随便焚烧垃圾、纸张及各种易燃物品；办
公室内不得私拉乱接电源，要先做好安全检查工作，杜绝隐
患发生。

※外出游玩消防安全
春季是人们外出游玩、踏青的季节，应时刻注意不要带

火种上山，不要点火野炊，不要乱丢烟头。尤其是在野草较
多、树木繁盛的地方，一旦用火不慎就会引起树林火灾。

※宿舍、居家防火注意事项
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

火。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
安全距离。

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
门前关闭电源。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及做其他家务。使
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
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

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
的畅通。不要埋、压、圈、占消防设施，维护消防设施的完好。
在家庭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应预留逃生出口。
※生产场所防火注意事项
在生产场所时，一定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安

全操作规程和有关制度。使用电器设备前，应认真检查电
源、管线、火源、可燃气体等情况，使用完毕应认真进行清
理，关闭电源、火源、气源等，还应清除现场杂物和垃圾。尤
其是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时，更要认真执行防火安全规定。
下班离开时，应切断电源。

春季防火消防安全知识

2月9日，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
指战员专程到武义看望慰问邹宁浩烈士
家属，并在武义烈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
缅怀先烈。

邹宁浩烈士出生于武义，2005年12
月入伍，上士警衔，多次立功受奖。2016
年12月16日，义乌市洁康管业有限公司
发生火灾，邹宁浩冲锋在前，忘我战斗，
因现场火情突变，不幸英勇牺牲。公安部
批准其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
念章；省政府追授其“人民卫士”荣誉称
号；省公安厅党委追记其一等功，追授其

为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省委追授其“浙
江青年五四奖章”；先后入选“浙江好人”

“中国好人榜”。
慰问中，义乌消防救援支队党委表

达了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感
谢烈士家属为消防事业作出的奉献，并
详细询问了烈士家属的生活状况，帮助
其解决困难，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

在烈士遗像前，消防指战员依次向
邹宁浩烈士致敬默哀，鞠躬，敬献鲜花，
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文/图

义乌消防慰问邹宁浩烈士家属

连日来，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
北苑、稠江、廿三里3个基层消防救援站
开展“七个一”活动，组织开展一次思想
分析，开展一次集体授课，开展一次参观
教学，开展一次讨论辨析，开展一次心理
疏导，开展一次集中帮扶，加强一次与消
防员家属的共建共育，帮助新下队的消
防员尽快熟悉新生活。

首批新消防员进站实习后，义乌市
消防救援支队对新消防员开展了集体谈
话、个别谈心等活动，对新消防员思想观
念、价值取向、个性特点、心理状况、行为
方式进行深入细致的摸排，跟进做好“一
人一事”的思想转化，帮助尽快熟悉新环
境、适应新生活。

在北苑特勤站，老队员围绕理想信
念、宗旨意识、光荣传统、消防队史等内
容，用一条条真实的事例教育新同志，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地精心组织讲好“进站
第一课”，为新消防员更好投身消防事业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激发新消防员的集体荣誉感和
自豪感，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新
消防员参观队使馆和荣誉室，用光荣
历史传统和先进典型事迹激励、感染
新同志，增进新消防员对消防救援事

业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新消防员纷纷
表示，要继承先进精神，刻苦训练，奋
发向上，贡献力量。

北苑特勤站组织新消防员围绕“为
什么当消防员”“为谁当消防员”“怎样当
好消防员”等主题开展座谈讨论，让新入
职消防员明晰职责任务，坚定使命担当，
坚定职业自信。

通过心理游戏、“亲情话吧”等活动，
了解新消防员的信息，从而针对性进行
思想教育疏导，并建立“共教共育”微信
群，定期向家属反馈工作生活状态，通过
双向沟通机制鼓励新消防员安心工作。

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制定新消防员
学习计划，通过基层干部、班长两级帮
带，切实帮助解决进站后新消防员出现
的实际困难，做到情感上贴近新消防员、
工作上带动新消防员、生活上关心新消

防员，用真挚的战友情、同志爱积极构建
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邀请新招录
消防员家属参与消防员的工作、生活、
学习、训练，进一步增强了新消防员家
属的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通过
座谈、“共建共育”，增强家属们对消防
事业的认识。

“七个一”助新队员入行

2月12日，农历大年初一，义乌一男
子独自前往海拔 700 多米的大草坪登
山，不慎失足跌落山坡受伤被困。危急时
刻，节日坚守岗位的义乌消防救援人员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过近5个小时的
紧急救援，成功救出受伤男子。

当天下午4时44分，义乌市消防救
援支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
调派辖区上溪镇专职消防队前往营救。
到达大草坪山脚后，7 名消防员与民警
以及医疗救护员携带器材兵分两路沿着
蜿蜒的山路，徒步搜寻。由于山路陡峭，
边上都是树枝、杂草等视线不佳，搜救工
作困难重重。

当晚6时左右，夜幕降临，上溪镇专
职消防队队长余根喜带着增援力量赶
到，搜寻范围逐步扩大。夜色中，消防员
借助头上探照灯的光线艰难地在山上搜
寻。

“找到了，大家到这里来。”当晚7时
许，消防员杨阳兴在一处陡峭的山坡下
面发现了被困男子。只见该男子穿着蓝
色上衣、灰色裤子，整个人仰面挂在树杈
上。经询问得知其腰部和腿部在跌落的
过程中受伤，无法行走，精神状态良好。
由于山坡陡峭，担架无法发挥作用。

“我体力好，让我背他下山吧！”危急
时刻，杨阳兴和李贵圆2名消防员主动

请缨，绑好安全绳，轮流弯下腰背起这名
男子。其余队员用头灯照亮生命通道。

经过一个多小时接力，2 名消防员
成功将男子从滚落的山坡背上山顶，豆
大汗珠从消防员的脸上滑落。

晚8时20分，在山上守候的消防救
援人员继续接力，用担架把男子抬下山，
送上救护车。

“不好意思，大过节的还让你们这么
辛苦，新年的第一顿晚饭可能赶不上
了。”该男子满怀歉意地说。“没事没事，
救人更重要，能把你救出来比吃什么都
香。”消防员笑着回答。

当晚 9 时 05 分，经过近 5 个小时的

努力，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将被困男子成
功送上救护车。

据了解，该男子是一名登山爱好者，
趁假期独自一人到海拔700多米的大草
坪登山，不慎失足滚落山坡。由于及时救
出，目前已无生命危险。

消防提醒：假期游玩注意安全。切不
可独自前往危险地带，如不慎迷路，应
保持冷静，及时寻求外界帮助。报警时
讲清大概位置、前进路线、可以看到的
标志物，以及联系方式、目前的身体状
况、信号约定等尽可能详细的信息。等
待救援时，要待在原地或有明显标志物
的地方。

大年初一登山被困 消防员紧急出动深山救人

近日，一则义乌消防员小哥哥“送
祝福”的视频火了。

趁着休息间隙，消防员小哥哥们
正在拍摄送祝福视频，突然有人带着

“福”跑了……留下摄影和摄像两个人
独自在风中凌乱，发生了什么？

原来当天下午 4 时 35 分，市消防
救援支队消防指战员正在操场录制过

年祝福视频，突然警铃响起，消防员迅
速 出 动 ，有 人 没 来 得 及 放 下 手 中 的

“福”字，带着“福”一起出警了。
监控视频显示，不到一分钟时间，

数名消防员就换好“战斗服”，冲出营
房坐上消防车，迅速赶赴现场。消防
队员表示，这是常态，“出警永远是第
一位”。

“致敬和平时代的守护者，只要听
到警铃、穿上那一身神圣的制服，便会
义不容辞，便会义无反顾。365 天不间
断备勤，24 小时内随时出警，面对危险
倾力救援，人民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
现在哪里。”“哪里需要哪里去，敬礼！”
网友纷纷在线留言点赞，提醒消防员
注意安全。

带“福”出警 网友点赞

2月23日，义乌消防救援支队全媒体
工作中心正式上线，这标志着义乌消防宣
传工作全新“大脑中枢”开始运作，信息

“中央厨房”生产供应链全面形成。
“义乌市厂房分布广泛、流动人口众

多，做好消防安全防火工作至关重要。防
火工作，宣传占了一半。”义乌消防救援
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全媒体中心将
结合宣传工作特点，对宣传设备、装备、
车辆、器材等进行集中配置，有力推动宣

传工作的深入开展。
记者在全媒体中心看到，该中心结

合当前短视频流行、线上直播“火热”、新
媒体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补全了以往
宣传过程中短视频制作短板，设置有审
片室、采编室、演播室等10处专业信息
采编场所，配备了摄影摄像设备、网络设
备等装备设施和媒资系统。

据悉，该中心承担着采编新闻素材、
运营自媒体平台、开展文化创作、协办宣

传活动等5项功能。建成后将借助专业
设施设备，更快地在广播、电视、报刊、微
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传播消防即时新
闻稿件，更新消防事故灾害、监督检查、
社会面宣传、科普知识等相关内容，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消防宣传。同时，
新引进的虚拟演播室，搭配 3D 虚拟场
景，可以制作更加精美的消防宣传海报、
视频、科普读物、文艺作品，为消防宣传
插上科技的翅膀。

此外，该中心还设置了指挥中心，能
实时抓取全国各地宣传动态，为做好消
防宣传工作提供大数据支撑。在火灾事
故救援现场，通讯员只需使用具有4G信
号的手机进行拍摄，在手机信号接入该
系统后，所拍摄视频画面可以实时在全
媒体中心导控室和指挥中心的屏幕上同
步直播，并可以直接与演播室主持人画
面同框，连线对话，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消
防素材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宣传信息更快更精更接地气

义乌消防救援支队全媒体工作中心正式上线

2月4日，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来到
商城集团深入开展“三服务”，上门帮扶
指导，解决消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助推

冬春火灾防控，推进创建人民满意消防
救援队伍建设。

走访过程中，消防员现场查看了商城

集团综合指挥中心，细致询问消防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专业技术帮助与
指导，并与集团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交流，就大型商市场标准化管理、“智慧消
防”建设、电商企业消防安全、“网格长”制
度、“党建+安全”等工作交换了意见。

“三服务”暖企惠民助推冬春火灾防控
“当时我正在楼上洗脸，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巨响，然后

就看到路上有车子起火，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2月22日
上午，环城西路3车相撞起火。事故发生后，市消防救援支
队紧急出动北苑特勤站和北苑专职消防队的消防员赶赴现
场，经过30分钟的紧急扑救，成功扑灭火势。事故未造成人
员伤亡。

在现场，消防员发现一辆小轿车车头被死死地卡在大
货车车底，在大货车的后面，“背对背”停着另一辆小货车，3
辆车均在燃烧，情况万分危急。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确认
车上人员已经逃生后，用泡沫灭火剂将火扑灭。

据悉，事发当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失控，追尾了另一辆
小货车。小货车由于受到猛烈撞击，车身原地打转，旋转
180度。随后，失控的小轿车并未停止，继续滑行，继而撞上
停在路边大货车的油箱上，车头被卡在大货车底部。由于大
货车油箱被撞，破裂漏油，在地上形成流淌火。瞬间，3辆车
燃起了熊熊大火，幸得消防员及时扑救。

小轿车车主叶某说，当时她行驶至转弯路口，不知怎么
就撞上了前面的一辆小货车，随后又撞到了路边停着的大
货车上。撞车后，车子开始起火，她马上弃车逃生，另一辆小
货车上的车主也安全逃出。

3车相撞起火 消防紧急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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