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回放】
2013年 6月 25日晚，湖南省涟源市仙洞中学发生

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导致 75名学生腹泻呕吐。 截至 27
日，共 150余名学生被送至医院检查，27人留院观察。

娄底涟源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学生
上吐下泻症状确属食源性疾病，疾控部门已对 25 日学
校食堂及营养餐取样检查。 据学生食物中毒时间及症
状推断，疑与食用营养餐中的“学生奶”相关。

【专家点评】
食物中毒一般可分为细菌性(如大肠杆菌)、化学性

(如农药)、动植物性(如河豚、扁豆)和真菌性(毒蘑菇)食
物中毒。 食物中毒症状以进食后不久出现恶心、呕吐、
腹胀腹痛、腹泻为主，往往伴有发烧。 吐泻严重的还能
发生脱水、酸中毒，甚至休克、昏迷等症状。

高温是夏季容易发生食物中毒的主要影响因素。
夏天气温升高，人们大量饮水，胃酸浓度被冲稀，人体

第一道天然屏障遭受破坏，细菌容易进入肠道。
另外，暑假期间，孩子独自在家机会较多，一旦食

用一些带有毒素的食物，或食用方法不当，均易造成饮
食安全问题。

【攻略】
发生食物中毒后，千万不要恐慌，自乱阵脚，可以

采取以下应急措施：（1）饮水，立即饮用大量的干净的
水，对毒素进行稀释；（2）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
能将胃里的食物排出；（3）封存，将吃过的食物进行封
存，避免更多的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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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放】
2013年 2月 23日凌晨，浙江温岭市

泽国镇三间民房发生火灾， 事故造成 8
人死亡（包含 1婴儿 1幼童）、17人获救。
8 位死亡的居民遗体， 有 6 具是在楼道
搜救到的，另外 2 具在室内发现，其中 1
个门房敞开，还有 1个倒在靠门的位置。

遇难者因为错误的逃生方法， 倒在
了逃生路上。 而获救的人当中杨德建夫
妻住在 602 室，因掌握了一些逃生技巧，
和自己家人一起成功逃生。

当时，杨德建意识到着火了。楼道里
烟雾很大，正通过门缝往屋里钻。杨德建
赶紧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然后，
他叫醒妻子，拨打 119 电话，同时跑进卫
生间，拿了两条湿毛巾出来捂住鼻子。

他本想和妻子逃往 7 楼顶部的阳
台，但是楼道烟雾太大，他们根本走不出
去，只好呆在房间内等待救援。等待过程
中，两人意识越来越模糊，妻子眼看就要
昏迷过去了， 杨德建赶紧给她做人工呼
吸。 约 1个小时左右，消防官兵搜救到 6
楼，杨德建夫妻被成功救出。

【专家点评】
如果 8 位遇难者都能掌握熟练的逃

生技巧，本可以存活下来的。“如果他们
都呆在房间里，把门关紧，将门缝塞上湿
毛巾，再用湿毛巾捂住鼻子，等待消防官
兵救援就不会出事。 一般辖区内出现报
警， 消防官兵 5 分钟之内就能赶到现
场。 ”

火灾发生后一定要冷静， 不能盲目
地往外跑，更不能急着从楼上往下跳，掌
握熟练的逃生技巧，向消防报警，等待救
援是最好的办法。

火灾时别急着跳楼
预防火灾从小事做起。平时不要在身上携带火柴、打火机等，不吸烟。有的同学背着老师和家长

做玩火的游戏，其实十分危险，一旦火势蔓延或者留下未熄灭的火种，极易引发火灾。 而烟头中心
温度可达 700-800 摄氏度，它超过了棉麻、毛织物、纸张、家具等可燃物的燃点，容易酿成火灾。

【攻略】
1、身处平房的，如果周围火势不大，应迅速离开火场。 反之必须

另外选择出口脱身（如从窗户跳出）或者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水淋湿
衣服、用浸湿的棉被包住头和上身等）后，再离开火场。

2、身处楼房的，不要盲目跑。 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将绳索（也
可用床单撕开连接起来） 一头系在窗户框上， 然后顺绳索滑落在地
上。（1）如果被火困在二层楼内，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跳楼逃
生。 但在跳楼之前，应先向地面扔些棉被、枕头、床垫、大衣等柔软物
品，以便“软着陆”。 然后用手扒住窗台，身体下垂，头上脚下，自然下
垂，以缩小跳落高度，并使双脚首先落在柔软物上。（2）如果被烟火围
困在三层以上的高层内，千万不要急于跳楼，因为距地面太高，往下
跳时容易造成重伤和死亡。

3、在失火的楼房内，逃生不可使用电梯，应通过通道走楼梯脱
险。 暂时无法逃离的人员，应尽量站到阳台、窗口等易被发现和能避
烟火的地方。 白天可以向窗外晃动鲜艳的衣物，或外抛轻型晃眼的东
西。

4、当房门已被烈火封住，千万不要轻易开门，以免引火入室，要
向门上多泼些水，以延长蔓延时间。

5、如果要从浓烟弥漫的通道向外逃生，可向头部、身上浇些凉
水，用湿衣服、湿床单、湿毛毯等将身体裹好，弯腰行进或匍匐爬行，
穿过险区。 这是因为离地面 60厘米以内的空间烟气较少，较为安全。

6、当身上衣服着火时，不要惊跑拍打，可用湿被子盖灭火苗。 有
浓烟时不要大声喊叫，避免烟雾进入口腔，造成窒息中毒。

7、在无路可逃生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暂时的避难处所，以保护
自己，择机而逃。 如果在综合性多功能大型建筑物内，可利用设在电
梯、走廊末端以及卫生间附近的避难间，躲避烟火的危害。

【知识问答】
问：除了水，还可以用什么灭火？
答：木材、纸张、棉布等起火，可以直接用水来扑灭。 用土、沙子、

浸湿的棉被或毛毯等迅速覆盖在起火点处，也可以有效灭火。
问：电器起火怎么办？
答：电器起火不可用水灭火，也不可用潮湿的物品捂盖，因为水

是导体，极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应该先切断电源，然后用沙土灭火。
问：煤气起火怎么办？
答： 煤气起火应先关闭阀门， 如生锈关不了就找煤气公司来处

理，贸然灭火可能引发爆炸。 如阀门顺利关闭，可用湿布覆盖火点。
问：厨房起火了，家里有什么用得上？
答：当锅里油着火时，先关掉气源，然后迅速盖上锅盖，用窒息法

灭火。 如果没有锅盖，那就将切好的菜倒入锅内，或从侧面倒入冷食
油同样也能灭火。

食盐是一种扑救初起火灾行之有效的灭火剂， 它的主要成分是
氯化钠，在高温火源下，能迅速通过化学作用抑制燃烧进行。

【案例回放】
2009年 5 月 29 日 19 时， 北京市朝阳区康家园小区 18

号楼 1110号居民家中天然气泄漏，女主人打电话报警时，产
生电火花，引起爆燃。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消防队员于 19 时 45 分将火扑
灭，并把严重烧伤的女主人抢救出来。据女主人回忆，当天晚
上她回到家中闻到浓重的燃气味，刚拿起电话准备报警就发
生了爆炸。

【专家点评】
燃气爆炸是当泄漏的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到一定比例

后，遇到明火发生的化学变化。 改变燃气与空气的混合比例，就会避免爆
炸事故的发生。

电火花、静电火花、点火、吸烟等都能产生明火。

【攻略】
1、居民家中一旦发生天然气或液化气泄漏，应迅速关闭角阀，然后开

窗进行通风，室内严禁开、关冰箱、抽油烟机、灯、拨打电话等能产生电火
花的电器。

2、若角阀漏气着火，角阀又无法关闭时，应向瓶上浇水，并同时报警。
报警时，不可以使用家中电话，因为拿起或放下电话时，有可能产生电火
花而引起爆炸。 最好走到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打电话报警。

3、使用燃气要先点火后给气，同时要勤照看，预防炖菜的汤汁溢出将
燃气扑灭，造成燃气泄漏。

4、燃气设施完好时，要保持室内氧气的充足，因为燃气的不完全燃烧
与室内缺氧容易使人窒息，发生燃气中毒。 燃气完全燃烧时，火焰呈蓝色
状态，而呈黄色的火焰或火苗远离炉具都为不完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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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是一种方便、快捷、环保性强的能源，它具有无
色、无味、易燃易爆、易中毒的特点。 当室内发生漏气时，
一定不要惊慌，控制明火，开窗通风，使空气流通，达到自
护自救的目的。

【案例回放】
2013 年 6 月 26 日，浙江金华

洪坞社区一出租房内一对母子在
浴室里触电身亡。 女死者姓余，48
岁，而儿子小吕才 23 岁，今年刚
从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机电专
业毕业。 母子俩一起租住在这里。

江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初步勘查并推断， 现场浴室里的
电热水器存在着漏电现象， 余女
士触电后， 儿子小吕听到叫声前
来相救，也不幸触电而亡。

【专家点评】
人体也是一种导电体。“触

电”就是电流通过人体，这时人感
到全身发麻， 肌肉抽动， 以致烧
伤；严重时，造成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

【攻略】
1、要保护好电线、插头、插座、灯座以及电器绝缘部分。 不要用湿手

去扳开关、插入或拔出插头。
2、认识和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紧急情况下切断总电源。 不要用手

或导电体（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试探电源插座内部，
因为墙壁上接出来的多用插座都是通电的。

3、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要用湿布擦拭电器。 电线不要与金属物
接触，不要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等。 即便安装灯泡等简单的事
情，也要先切断电源，并在家长的指导下进行。

4、使用电熨斗、电烙铁等电热器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用完后应
切断电源，拔下插头以防意外。

5、在室外玩耍时，千万不要爬电线杆，也不要在电线杆附近放风筝。
大家在路上、野外或大风天气时，遇到落在地上的电线，一定要绕行，因
为那可能是带着高压强电的电线。

6、在雷雨天不要到高树及古老的建筑物下避雨，同时绝对不要将金
属器物握在手中。

7、有人触电应该立即切断电源。 如果电源开关太远，可以站在干木
凳上用不导电的如木棒、竹竿、塑料棒等将触电者与带电体分开，切莫将
带电体碰到自己和他人的身体。 触电者痉挛紧握着电线时，可以用干燥
的带木柄的斧头或有绝缘的钢丝钳切断电源。

不要用手拉触电者

食物中毒饮水催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