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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途中遇火灾，救下老人又灭火
三位干警做完这些事后悄悄离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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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途中遇民房失火
紧急停车冲向火场

5月26日，记者来到郭仓人
民法庭。值班的工作人员说，这
间人民法庭担负着周边数个乡
镇的司法工作，尤其是在汶上县
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庭‘四个
对接’工作机制后”，这里的法官
每天都奔波在田间地头，结合社
会力量积极调解，把人民群众的
矛盾化解在源头。

稍作等待，法官助理何如意
在镇上处理好几起纠纷后，急匆
匆地赶了回来。作为当天参与灭
火救援工作者之一，如果不是当
天中午回来后被同事发现他仨
灰头土脸，也许这件很“勇敢”的
事儿就被他们遗忘在繁忙的工

作中了。
险情过去两天了，但何如意

回想起来仍有些后怕，“这样的
情况平日里没遇上过”。他回忆
说，当天上午10点左右，他和师
脉鲁一起，由郭克武驾车前往汶
上县军屯乡北陶村执行公务，

“有一名被告始终联系不上，所
以我们前往北陶村了解情况”。

没承想，当三人驾车驶出村
子的时候，看到道路南侧的一处
民房失了火。郭克武立即将车开
了过去，三人看到在一座两层民
房的后院里，火势已经起来，火
苗蹿起足有两米多高。

“克武停下车后，我们三人
冲了过去。”何如意还记得，三人
最初扒着墙头朝里望去，只见一
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正提着一桶
水灭火，“那院子角落里堆满了
柴火，再加上当天炎热干燥，火
势蔓延得非常快。”在三人看来，
老人的行为无异于“杯水车薪”。

老人瘫坐在地被灼伤
三人先救人后灭火

令他们担忧的是火势蔓延
得很快，而且这处民房上方布满
了电线，火势再大一些一定会触
及，“到时候可能会危及村民的
安全”。三人立马分工行动，何如
意跑向村子的防疫点，寻找更多
村民来帮忙，师脉鲁掏出手机拨
打119和110，郭克武则将执法车
辆挪停在安全区域。三人还想法
让村民联系供电公司暂时切断
村里的电源。

在叫来一些村民后，三人
率先冲进院子准备灭火，令他
们没想到的是，此前正在奋力
灭火的老人已瘫坐在地，“他紧
挨着大火，坐在那里，眼神已经
涣散了”。顾不得多想，何如意
与师脉鲁架起老人就往外跑。
何如意告诉记者，他们找到一

处树荫，把老人轻轻放下，才发
现老人的左臂已被严重灼伤。
此时，火势仍然在扩大，并且因
为风向的原因，有朝着民房蔓
延的趋势。

简单地将老人安顿好后，三
人返回院子，又拨打了120。何如
意说，他从村民手里接过铁锨，
朝起火点埋沙土，还有几名村民
配合着跑到二楼房顶从高处向
下泼水，“我们仨加上村民有近
十个人参与灭火。人多力量大，
很快就控制住了火势。或许是因
为天气干燥的原因，不一会儿火
苗又蹿起来。”

接到报警后，当地派出所
的民警、消防车和急救车相继
进村，郭克武又跑到村头引导
这些车辆抵达现场。看到受伤
的老人被抬上急救车，消防员
对现场进行布控，三人灰头土
脸地穿上制服，悄悄地驱车返
回郭仓人民法庭。

文/片 记者 夏侯凤超 王诗玥

平时积极学习防空知识
需要时才能从容应对

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是国
家战略，是长期战略。人民防空是
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安危、事关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成果，肩负着“战时防
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职能
使命，是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是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坚实保障和重要支撑。

本次进社区活动旨在普及人
防法律法规、防空防灾知识，提高
居民的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增
强广大社区居民的国防观念和人
防意识，营造关心人防、参与人防
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济南市人防办和
钢城区人防办的工作人员通过发
放宣传材料、布置展览展板、人防
器材展示等方式，向现场参与活
动的市民宣传了人民防空的有关
法律法规、防灾减灾知识，让市民
学到了人防知识，提高了安全防
范意识和防灾减灾能力。

济南市人防办党组成员、正
处级领导干部孙慎东说，开展人
防教育进社区活动，就是让大家
近距离了解人防、接触人防、感受

人防，普及人防法律法规、人防知
识，学习现代战争空袭和突发灾
害的种类、特点、危害，预防与避
险、自救与互救基本技能、基本逃
生手段和防护措施等等，帮助大
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防空防灾
能力，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人
们所必须具备的技能常识。“只有
在和平时期积极学习防空防灾知
识，才能在战争来临或遇到灾害
时从容应对。”

钢城区住建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李超介绍，下一步，钢城区人
防办将大力推进人防宣传教育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
网络的“五进”工作，进一步提高
广大居民的人防意识和国防观
念，努力做到人防知识家喻户晓，
尽人皆知。

体验了防化服穿脱
又学到了人防知识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人防
知识，活动现场，人防工作人员为
大家演示了防化服的防护功能和
使用方法。在看到工作人员的穿
脱和讲解之后，不少市民对防化
服非常感兴趣，纷纷举手表示想

上台体验。“防化服在平时是难得
一见的，这次试了试之后，感觉很
有安全感！”

此外，人防办工作人员还为
大家演示了手摇防空警报器的使
用。“预先警报信号为鸣36秒、停
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
警报信号为鸣6秒、停6秒，反复15
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信号为
连续鸣3分钟。”第一次见到手摇
防空警报器，市民积极上台体验。
体验结束后，大家都领到了一份
人防战备应急包。据了解，人防战
备应急包是人防部门针对防空袭
和防灾减灾需要而配备的物资便

携包，包内主要配备医疗急救包、
自救互救器材和个人防护用品等
应急自救物品，适用于在遭受空
袭或发生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等
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人员进
行应急自救互救。

除了丰富的人防知识展板、
宣传手册，现场还播放了关于人
防知识的视频。看完视频后，据此
设置的互动问答也吸引了市民的
热情参与。本次问答环节涉及人
防知识、民法典知识等。“人员疏散
时应携带的物品有哪些？”在经过
前期的知识学习后，市民举手十分
踊跃，回答热情格外高涨。最终，一
位男士给出了正确答案，“1-2天的
饮食、照明工具、简易休息用品、个
人防护器材”。二十余个问题后，市
民对人防知识的了解更加丰富，参
与互动的市民也都得到了一份小
礼品。

“今天既看到了防化服怎么
穿脱，又学到了不少人防知识，知
道在灾害到来时怎么保护自己，
收获很多！”在参加完活动后，现
场一位市民表示。

试穿了防化服，还领了人防战备应急包
人防法制与宣传教育进社区活动走进济南钢城，市民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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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心”动

5月26日，由济
南市人民防空办公
室主办，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承办，钢
城区人民防空办公
室、钢城区汶源街
道办事处协办的人
民防空法制与宣传
教育进社区活动走
进钢城区汶源街道
洪沟社区，为市民
带来了一场内容丰
富的人防知识普及
宣传活动。

5月24日，汶上
县人民法院郭仓人
民法庭何如意、郭克
武、师脉鲁三名干警
在外出执法办案途
中，发现一处民房起
火。危急时刻，三人
冷静分工，不仅从火
场救出因灭火而受
伤的老人，更通过报
警、断电、组织人员
救火等系列操作，及
时控制住了火势。

火势很大，一位老人正提着一桶水灭火。 其中两名干警(穿白T恤者)用沙土掩埋救火。 受访者供图

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报道济
南急救知识普及
与AED配置现状
之后，引起了市
民广泛关注。5月
2 6日，漱玉平民
大药房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裁李强表示，
漱玉平民将与齐
鲁晚报·齐鲁壹
点共同参与到普
及急救知识的队
伍中来。

“看到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
的报道后，我们
也感同身受。”李
强说，“如果具备
急救常识，就能
为自己或者更多
人实施有效急救
赢得救治时间。”

据了解，今年1月，美国
心脏协会心血管急救培训中
心揭牌仪式在漱玉平民大药
房总部举行。一方面，漱玉平
民在企业内部进行急救知识
的学习和普及；另一方面，漱
玉平民部分员工已经进行了
AHA -H e a r t S a v e r C P R
AED课程导师认证，作为后
续导师进行“急救培训中心”
教学任务。“下一步，我们将
携手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
过社区文化节进社区的形
式，让更多人掌握AED的使
用方法。”

人防工作人员为钢城市民演示防化服的防护功能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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