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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当以民生为本。关爱民生，首先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日益突出的灾害和事故，不仅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

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直接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积

极妥善地做好防灾应急工作，是责任政府坚持执政为民，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基本职责和重要体现。

备之于未患，则患至而无失。社会公众作为防灾应急的主

体，具备和掌握应对不同灾害事故的安全知识和自救、救人的技

能，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基本条件，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救护他人的

重要力量。

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编写了这本《公众防灾应急手

册》，旨在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生产、生活中的安全常识和技能。

我真诚地希望广大公众通过这本手册，更多地了解和掌握防灾

安全知识，掌握自救和互救的技能，提高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旦遇到涉及安全的事故事件，能够沉着应对，冷静处理，最大

限度地保护自己，最大限度地救护他人，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所

造成的损失。

祝全省人民平安、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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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安全标志

禁止靠近 禁止攀登 禁止跨越 禁止触摸 禁止启动

禁带火种 禁止烟火禁止用水灭火 禁止放易燃物 禁止饮用

当心坑洞

当心电缆

当心感染 当心泄漏 当心触电 当心塌方

当心落物 当心伤手 当心腐蚀 当心爆炸

警报系统

警报系统是指发生或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时,通过广播、电视、报

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报

警的机制。

警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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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号

台风预警信号

暴雨预警信号

暴雪预警信号

寒潮预警信号

大风预警信号

沙尘暴预警信号

高温预警信号

干旱预警信号

雷电预警信号

预警级别标示

揖蓝色标示铱 表示将要发生一般渊郁级冤以上突发安全事件袁
事件即将临近或事件已经发生并可能会扩大遥

揖黄色标示铱 表示将要发生较大渊芋级冤以上突发安全事件袁
事件临近或事态有扩大的趋势遥

揖橙色标示铱 表示将要发生重大渊域级冤以上突发安全事件袁
事件即将发生或事态正在扩大遥

揖红色标示铱 表示将要发生特别重大渊玉级冤以上突发安全
事件袁事件随时发生或事态正在蔓延遥

冰雹预警信号

霜冻预警信号

大雾预警信号

霾预警信号

道路结冰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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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险求救信号

火光信号
点燃三堆火，将火

堆摆成三角形，每堆之间

间隔大致相等，尽量选择

在开阔地带点火。

浓烟信号
在火堆中添加绿

草、树叶、潮湿的树枝等，

以便产生浓烟。

旗语信号
将一面旗子或一块

色彩鲜艳的布料系在木棒

上，做“8”字形运动。

反光信号
利用镜子、罐头盒

盖、玻璃、金属片等具有反射光线功能的物体，利用阳光持续进

行光的反射，以便引起人们关注。

遇险疏散

了解所在位置的安全疏散线路和紧急避难场所。

了解居住房间至所住楼层安全出口的快速撤离线路图。

专人负责弱势群体（老人、儿童或伤病人）遇险快速撤离。

咱们现在在

这个位置。

快，往这

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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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险求救电话

110 刑事、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等报警电话

119 火灾事故报警电话

122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120 医疗急救中心电话

12319 城管指挥中心电话

12395 水上搜救电话

95598 电力客服中心电话

12119 森林火灾报警电话

110报警电话 12395水上搜救电话

12119森林火灾报警电话 119火灾事故报警电话

8



暴 雪

暴雪对房屋、道路和人员造成灾害时，及时报警。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尤其是驾车出行。

特别注意老人、儿童保暖防冻。

及时清扫路面、建筑物和温室、大棚等搭建物的积雪。

农牧区居民要在降雪季节储存必要的生活、生产自救用品，

如食物、饲料、燃料、药品、自备电源并保持通讯畅通。

自然灾害
高 温

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护措施或停止作业。

不宜用冷水冲凉，以防寒气侵入肌肤而患病。

老人、体弱者或高血压、心肺疾病患者应减少活动，如产生

胸闷、气短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为防中暑，多饮水（白开水、绿豆汤、茶水或适当的淡盐水）。

常备防暑降温药品（如清凉油、藿香正气水、人丹等）。

注意休息

防止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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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和龙卷风

野外遇上龙卷风时，应在与龙卷风前进方向相反或垂直的

低洼区躲避。

发生大风或龙卷风灾害时，要停止高空、水上等户外作业；

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并疏散人员。

发生大风或龙卷风灾害时，人员要尽量远离施工工地，不要

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或大树下停留或停放车辆，以免被吹落物体

砸伤人员或砸坏车体。

暴 雨

发生暴雨灾害时，要暂停在空旷地带的户外作业。

在山区遇到暴雨时，如发现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

快时，须特别注意防范山洪。

暴雨造成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电伤人。

在街道积水中行走，要尽量贴近建筑物，防止跌入地坑、

窨井。

小朋友，靠

近建筑物走

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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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雹

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

躲避冰雹不要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或大树底下，防止

雷击。

野外遇到冰雹灾害时，应选择竹篮、柳条筐、安全帽等防雹

用具，保护自己。

雷 电

遇有雷雨天气，应立即停止户外游泳、划船、钓鱼、登山等

活动。

拿掉身上的金属物件。

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多人共处室外，相互之间不要挤靠。

不要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在户外不要使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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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水

山区连降大雨，要尽量避免过河，防止被洪水冲走。

遇到洪水灾害，要设法发出求救信号。

可利用船只、木板、木床等浮力大的物体漂移物转移。

不要冒险涉水，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尽量向屋顶、大树、高坡等处转移。

转移时先人后财物，先老幼病残后其他人员。

快到这儿

来！

地 震

遇到地震时，迅

速头顶保护物跑到室外

开阔地避险，离建筑物越

远越好。

来不及跑出房屋

时，可选择厨房、浴室、厕

所、楼梯间等开间小而不

易塌落的空间避险。

在公共场所，要就地选择遮挡物（排椅、柜架、课桌、讲台下

边）躲避。

在工作间避震，要迅速关掉电源，并就近选择机器、设备、办

公家具或事先建立的安全岛避险。

身处野外时，应尽量避开山脚、陡岸，以防滚石和滑坡；如遇山

崩，要向远离滚石前进

方向的两侧方向跑。

驾车行驶时，

迅速躲开立交桥、陡

崖、电线杆等，选择空

旷处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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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

发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有

较多的柴草、树木，深谷、沟内传来类似火车、闷雷似的轰鸣声，并

伴有轻微震感，可确认上游已形成泥石流。此时应迅速离开危险

地段。

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也不要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要向两侧

山坡或高地上跑。

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

暴雨渐小或刚停时，不应马上返回危险区。

现在还不能

回去！危险！

滑坡和崩塌

快速向两侧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

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一定不要和

房屋、围墙、电线杆等靠得太近。

雨季时不要在有危险的山岩附近停留。

不能在凹形陡坡、有危险的山岩等易崩塌的地方避雨、休息

和穿行。

这里危险，

请不要靠近。

1918



森林火灾

立即报警，说清起火地点、火势情况。

身处火场，迅速到火已经烧过、杂草稀疏的平坦地带躲避。

穿越火线时用衣物蒙住头部，轻浅呼吸，逆风逃跑。

无路可逃时，用浸湿衣物掩盖外露皮肤，形成皮肤外保护

层，以降低体温，防止烟火炙烤。

迎着来火方向，找一块平坦草地，可先行自己燃出一块空地

躲避，防止大面积过火时受伤。

事故灾难

道路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遇险时迅速报警（122、120），请求救助。

若撞车后起火燃烧，应迅速撤离。

如遇翻车，应迅速趴下，紧紧抓住可以稳定身体的固定物。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应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

车后 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边或

者应急车道内，不得在高速公路路面逗留。

请到右侧
路边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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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交通事故

列车运行异常或紧急刹车时，应迅速离开车门或车窗，抵靠

在牢固物体上。

火车发

生剧烈抖动、有

脱轨或颠覆可

能时，要立即就

近抓住可稳定

身体的物品（茶

几、座椅、卧铺

铁栏杆、厕所扶

手等），要照顾

好老人、小孩、病人、孕妇等，注意保护好头部等关键部位。如火车

脱轨或颠覆，要用随身携带的硬物砸破车窗玻璃逃生。

车厢发生火灾，要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在列车工作人员的

指挥下，有序撤离。

不要把红色、黄色、绿色的衣物伸出窗外，避免与铁路信号

混淆，使司机发生误会而造成事故。

水上交通事故

遇有水上交通事故时，要听从船上安保人员指挥，不要慌

乱，不要拥到船的一侧，避免船舶倾覆。

利用通讯设备发出遇险求救信息。

如果发生火灾，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向起火的上风位置逃

避；需要跳水逃生时，从上风一侧下水。

应穿好救生衣或套上救生圈，尽可能向水面抛投漂浮物（空

木箱、木板、大块泡沫塑料等），以利跳水逃生。

不要从 5米以上高度直接跳进水中，尽可能利用绳梯、绳

索、消防皮龙等滑入水中。进入水中后，尽快游离遇难船只。

如果船只正在下沉，不要从倾倒的一侧下水。

等等，先穿

上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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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机舱

内请关闭手机

电源。

航空事故

乘坐飞机，不要携带禁止携带的危险品，主动接受机场安全

检查。

登机后，要熟悉机上安全出口，认真听看乘务人员讲解航空

安全知识。

在机舱内必须关闭手机、对讲机、遥控玩具等主动发射电子

信号的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电源。

机舱内突发险情，要在机乘人员的指挥下，采取避险自救措

施，不要惊慌失措。

乘坐飞机要文明礼貌，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危害航空安全。

居民住宅火灾

炒菜时油锅起火，应立即扣上锅盖，火自然熄灭；或者把切

好的蔬菜沿锅边倒进锅里；不要用水浇。

家用电器起火，应先断电源，再去施救。

液化气罐失火，应先关闭阀门，再用浸水的被褥衣物捂压。

人身上着火，应立即脱掉衣服、鞋帽，踩灭或将其浸入水中；

如果来不及，可就地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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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失火

用沾湿的

大衣棉被裹住身

体,迅速下楼，逃离

火场。

离开房间

时，应随手把门关

上，以阻止烟、火

蔓延。

尽量利用

大楼内外的阳台、

外挂楼梯、缓降器、房顶等逃生。还可利用绳索、窗帘、被单等，顺滑

至安全楼层或楼底。不要盲目跳楼。

确实无路可逃时，可躲在一个未起火房间，关紧门窗，用湿

毛巾堵塞门缝，向门上淋水，如有烟进入房间，可开启外窗排烟。同

时，尽快与外界联系，求得救援。

等待救援时，应选择窗口、阳台、楼梯口、挨近墙壁等易被救

援人员发现的地方。

高楼失火逃生时不要使用电梯。

交通工具失火

保持镇定，听从乘务人员指挥，保持交通工具的平衡。

立即报警，请求救援。

利用交通工具内配置的灭火工具，及时扑救。

119吗？我的
车着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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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火灾

不在加油站区域吸烟、打手机。

驾车进入加油站指定位置后应熄火。

车辆出现故障要推出加油站，不能在原地修车。

发生火灾要迅速驾车离开，如车道拥挤或火势太猛，应弃车

逃生。

请不要在

加油站附

近抽烟。

不能在加油

站里修车，不

安全。

人防工程火灾

进入人防工程时，要注意安全指示标志，清楚逃生路线。

发生火灾时，用衣物、手帕等捂住口鼻，低姿快速有序沿地

面或侧墙有安全指示标志的方向逃离。

若被火灾

困在人防工程内，

应通过不断敲击

水管或打电话等

方式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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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事故

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动作要快要轻，避免金属猛

烈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爆炸。

室内充满燃气时，应打开门窗自然通风，不要开关家用电

器，不要使用风扇和排油烟机，不要拨打电话，避免产生火花，引发

爆炸。

长时间外出，应关闭进户阀门。

不要随意倾倒液化气罐中的残渣，以免引起火灾。

烟花爆竹燃放事故

严禁在重点防火区（文物保护单位、车站、码头、飞机场、易

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医院、幼儿园、

中小学校、敬老院、山林、草原等）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

禁止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烟花爆竹应选择空旷、平坦、无障碍物的场地。

烟花的燃放不可倒置，不许对人对物燃放。如发生瞎火哑炮

现象，一般等 15分钟后再处理。

小孩燃放爆竹必须在成人的指导下进行。

发生受伤事故，速将伤者送医院救治。

小朋友，找大人

和你一起放烟

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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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窖、深井中毒（窒息）

进入地窖或深井时，应用点燃的蜡烛或油灯，垂吊至窖（井）

深处，若点燃的蜡烛或油灯熄灭，表明地窖、深井缺氧，存在乏氧或

窒息性气体中毒的可能，须进行通风后方可入内。

若身处窖（井）中出现头晕头疼、心慌气短、恶心呕吐等症

状，应迅速离开。

发生乏氧或窒息性气体中毒，要立即打开窖口、井口，强行

向内送风；救援人员不可盲目下窖（井），下窖（井）救人要戴防毒面

具或氧气袋。

人员救出后，要松解衣带，取出口、鼻中异物，立即送医院抢救。

对呼吸已停者，要做人工呼吸、心脏按压，有条件可吸氧。

发现坠窖（井）掉洞情况，自己若无力安全救助，要报警

（119），请求援助。

等一等，先把

蜡烛放下去！

电器事故

家用电器设备着火，要立即切断电源，然后进行扑救。

扑灭电器火灾时，在未切断电源的情况下，严禁直接使用泡

沫灭火器、清水进行灭火。

因电器事故造成停电，要及时与物业管理人员和电业部门

联系。

如发现电线老化，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应请专业电工

处理。

等等! 要先
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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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污染事故

发现自来水或井水有浑浊、异味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

及时向卫生监督部门报告，并告知邻居停止使用。

用洁净的玻璃器皿留取 3~5升水作为样本，送卫生防疫部

门检验。

农村水井应远离牲畜厩舍，并加井盖。

有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症状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自来水出问题了，

快通知大家不要

用了。

化学放射污染事故

遇到有毒化学气体泄漏时，居民应尽量向上风向转移；发现

中毒者应立即移至空气新鲜处，及时送医院抢救；同时安置好受污

染事故影响地区老、弱、病、残和中毒人员。

发现液体类有毒化学品大量泄漏时，严禁使用自来水冲洗，

要使用沙土、泥块或适合的吸附剂予以吸附，防止污染蔓延。

发现盐酸、硫酸腐蚀性污染物时，可用石灰进行中和处理。

一般碱性腐蚀污染物可用乙酸进行处理。

快！咱们赶快

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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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设施事故

在游乐场遇

到游乐设施非正常

情况停机时，不要乱

动和自己解除安全

装置，要听从工作人

员指挥，等待救援。

出现机械断

裂、高空坠落等紧急情况时，切忌恐慌、起哄、拥挤，应按工作人员

指挥及时疏散、撤离。

出现意外伤亡事故时，要立即进行抢救并将伤者及时送医院。

未成年人应在家长监护下游玩。

小朋友，让家

长陪你一起来

玩吧。

公共卫生事件

食物中毒

症状院剧烈呕吐尧腹泻袁伴有中上腹部疼痛袁常会因上吐下泻而
出现脱水现象袁严重时会出现休克遥

立即停止食用

可疑食品，喝大量洁

净水稀释毒素，用筷

子或手指向喉咙处刺

激咽后壁进行催吐；

出现抽搐、痉挛症状

时，用手帕缠好筷子

塞入病人口中，防止咬破舌头。

及时将中毒者送医院抢救，并将呕吐物或排泄物带去医院

检验。

了解与病人一同就餐的人有无异常，并告知医生。保管好就

餐的剩余食品，以便有关部门采样检验。

要及时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赶快喝水

稀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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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中毒

症状院轻者头晕尧头疼尧乏力尧盗汗尧恶心尧呕吐尧腹疼尧腹泻尧胸
闷尧呼吸困难等袁重者会有瞳孔缩小尧嗜睡尧身体抖动尧肌肉颤动尧肌
肉痉挛尧抽搐尧口有异味尧昏迷等遥

将中毒者尽快撤离现场并采取急救措施。由皮肤吸入者，应

立即脱去衣物，用温水冲洗皮肤；由呼吸道吸入者，要立即转移到

空气新鲜流通地点，解开衣领、腰带，使呼吸畅通；经口腔吸入者，

要立即饮用 200~400毫升浓盐水或肥皂水催吐引吐。

及时将中毒者送医院抢救。

鼠 疫

症状院突发高烧袁伴有颜面潮红袁结膜充血袁恶心呕吐袁头及四
肢疼痛袁皮肤尧黏膜出血袁继而出现意识模糊袁言语不清袁步态蹒跚袁
心力衰竭和血压下降等遥

发现有人突发高热、淋巴结肿痛、咯血、呼吸困难急促，应立

即送医院就诊。一旦确诊，立即隔离。

发现死因不明的老鼠，立即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

对于鼠疫患者用过的物品、住过的房间由专业人员进行消

毒，对患者亲密接触过的人进行观察。

接触过鼠疫病人者，应主动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自觉与他

人隔离。

防疫站吗？仓

库发现很多死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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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乱

症状院腹泻和呕吐袁继而出现脱水及电解质紊乱袁严重者危及
生命遥

发现疑似霍乱症状，及时报告卫生防疫部门。

确诊病人要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并向医务人员如实提供

进餐地点、所用食物和共同进餐人员名单。

病人用过的餐具，接触过的生活用品、办公用品都应彻底消

毒，被病人的呕吐物、排泄物污染的物品，要进行焚烧处理。

流行性出血热

症状院发烧不止袁野三痛冶渊头痛尧腰痛尧眼眶痛冤袁野三红冶渊颜面
红尧颈红尧上胸部红冤袁皮肤黏膜出血及肾脏损害等遥

每年的 3~5月及 10~12月，是流行性出血热发病的高峰季

节，应注意防范。

出现出血热症状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对病人用过的物品和生活环境进行消毒。

在高发区应对易感人群接种流行性出血热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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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

症状院发烧尧头疼尧恐水尧怕风尧四肢抽搐尧喉肌痉挛尧牙关紧
闭等遥

被犬类抓伤或

咬伤后，立即把伤口

处污血尽量挤出，然

后用淡肥皂水反复冲

洗伤口，再用清水冲

洗干净。最后再涂擦

浓度 75%的酒精或碘

酒。只要未伤及大血管，未流血不止，就不要包扎伤口。

伤后 24小时之内接种狂犬病疫苗，然后在第 3天、7天、14

天和 28天再各注射一次。

如果皮肤形成穿透性咬伤，伤口被犬的唾液污染，在注射狂

犬病疫苗的同时，必须注射抗狂犬病血清。

暂时隔离攻击人的动物，并报告公安、卫生部门及动物防疫

监督机构。

发现犬类动物出现精神沉郁、不爱动、喜卧暗处、唾液增多、

行走摇晃、攻击性增强、恐水等症状，应立即报告卫生部门及动物

防疫监督机构。

小朋友，你的

狗病了，暂时
需要隔离。

非典型肺炎（SARS）

症状院发热尧干咳尧呼吸急促尧呼吸困难等遥 潜伏期 2~14天遥

立即将病人送医院就医，一旦确诊，住院隔离治疗。

尽量不在通风不畅和人员聚集的地方长时间停留。

住宅和工作场所都要经常开窗通风，即使冬天也应每天通

风 3次，每次 10~15分钟。

与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要定时测量体温。

和病人接触过

的人都要定时

测量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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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

症状院发烧袁口腔尧手尧足等处出现水疱袁四肢和背部疼痛尧胃肠
痉挛尧呕吐尧咽喉疼尧吞咽困难尧腹泻等袁重症者有可能并发心肌炎
和脑炎遥

手足口病多发生于 5岁以下儿童。

及时送患儿就医，避免与外界接触，一般需要隔离一周。

患儿用过的物品要彻底消毒，或用消毒液浸泡，或在日光下

曝晒。

剪短患儿指甲，避免抓破皮疹。

孩子用过的东

西都要消毒。

高致病性禽流感

症状院发热尧流涕尧鼻塞尧咳嗽尧咽痛尧全身不适等袁部分病人可
有恶心尧腹泻尧腹痛尧稀水样便等消化道症状袁体温多持续在 39益以

上遥 一旦引起病毒性肺炎袁可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袁死亡率高遥

发现禽类发病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情况，应迅速向当

地动物防疫机构报告。

一旦发现禽类或其他动物感染 H5N1病毒应按有关规定就

地杀灭，深埋。对疫源地进行封锁并彻底消毒。

身体如出现禽流感感染症状，要及时就诊。

食用禽类制品要高温煮熟煮透。

避免到禽流感疫区旅行。

避免接触染疫动物。

前面发生禽流

感了，不要去

那里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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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

症状院蹄尧口腔黏膜以及乳房等部位发生水疱尧破溃形成烂斑遥

发现牛、猪、羊等偶蹄动物出现上述症状，应立即向所在地

区动物防疫机构报告。

人与患病动物接触后出现发烧、头痛、呕吐等，2~3天后口

干舌燥，唇、齿、舌、咽部出现水疱，因咽喉疼产生吞咽困难，手指

尖、指甲根部、手掌、足趾、鼻翼和面部等出现水疱，并伴有腹泻等

症状，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注意个人防护，尽量避免接触患病动物。

不从疫区引入偶蹄动物及其产品。

最近在闹口蹄

疫，离牛远点

儿！

炭 疽

症状院人患病袁皮肤和肠道上长结节曰牲畜患病袁出现全身性败
血症袁脾脏肿大呈黑色酱油样袁血液凝固不全等遥

发现疑似炭疽疫情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对疑似患病的动物及同群动物立即隔离，限制移动。

动物尸体应烧毁或深埋，严禁宰剥。

处理病畜、死畜或护理病人时，做好穿隔离衣等个人防护工

作。要对病人的排泄物进行消毒处理，将用过的敷料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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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事件

街头抢夺、抢劫

在人员聚集地区遭到抢劫，被害人应大声呼救，震慑犯罪分

子，同时尽快报警。

在僻静地方或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应放弃财物，保全人身；

待处于安全状态时，尽快报警。

应尽量记住歹徒人数、体貌特征、所持凶器、逃跑车辆的车

牌号及逃跑方向等情

况，同时尽量留住现场

证人。

老人及少年儿童

不宜随身携带贵重物品

和大额现金。

不要让小孩

儿拿太多钱，

这样不安全。

入室盗窃抢劫与楼道内抢劫

夜间遭遇入

室盗窃，应沉着应

对，尽量与歹徒周

旋，找时机脱身，尽

快报警。

遭遇入室或

楼道内抢劫，要保

持镇定，以保证人身安全为前提，必要时放弃财物，然后报警。

老人或儿童独自在家时，应锁好房门，不接待陌生客人。

开安全门时注意身后是否有人尾随，发现异常情况，暂不进

入楼道。开门后迅速关门。

妈妈说不能

给不认识的

人开门。

遭遇抢劫时，

要保持镇静。放

弃财物，以确保

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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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绑架

保持冷静，不与绑匪发生顶撞，仔细观察环境，见机行事。

尽可能了解所处位置，择机报警。

在稳妥谨慎的前提下，积极寻找逃脱的机会，但不可急

躁行动。

人质家属要及

时报案，并与警方密切

合作，不要自作主张。

警察同志，我孩

子被绑架啦!

遭遇恐怖袭击

遭遇炸弹爆炸，迅速撤离；如果火灾引起烟雾弥漫，用湿手

帕、纸巾等捂住口鼻，压低身体，爬到安全处。

遭遇有毒气体袭击，尽快转移至上风方向或有滤毒通风设

施的人防工程；简易防护，防止毒气侵害；来不及转移，寻找密闭性

好、可以隔绝防护的高层建筑物躲避。入室后，立即关闭门窗、电

源，堵住与外界相通的缝隙，尽量停留在背风处和外层门窗最少的

地方，等有毒气体消散后，尽快打开下风方向门窗通风。

遭遇匪徒枪击扫射，立即卧倒，借助物体掩护。

遭遇生物恐怖袭击，及时报告，立即就医；感染者和接触者

要接受隔离；疫区人群尽量少出门；注意防止被可疑昆虫、鼠类或

其他动物叮咬或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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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武器空袭

三种防空警报信号院
预先警报院鸣 36秒袁停 24秒袁反复 3遍袁时间为 3分钟曰
空袭警报：鸣 6秒，停 6秒，反复 15遍，时间为 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长鸣 3分钟。

熟悉周围防空隐蔽设施，明确疏散、隐蔽路线。

房屋玻璃均应贴上“米”或“井”字形纸条或布条，以防玻璃

震碎伤人。

听到预先警报后，立即拉断电源，关闭煤气，熄灭炉火，带好个

人防护器具和生活必需品，迅速、有序地进入人防工程或指定隐蔽区

域。如情况紧急无法进入人防工程时，要利用地形地物就近隐蔽。

不要乱跑，不要在高压线、油库等危险处停留。

在空旷地带隐蔽要

选择低洼地、路沟里、土堆

旁、大树下。若发现爆炸物

爆炸时，应迅速卧倒，面部

向下，掩住身体，张开嘴，闭

上眼睛，胸和腹部不要紧贴

地面，以防震伤。

警报解除后，应尽

快开展自救互救并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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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常用急救备品

外用药

口服药

器 具

敷 料

医用酒精、碘酒、红汞、烫伤膏、眼药水、高锰酸

钾等。

急救保健盒、阿司匹林片、去痛片、清凉油、藿

香正气水、人丹等。

血压计（包括听诊器）、体温计、止血带、固定夹

板、医用镊子、医用剪子等。

脱脂棉、纱布、绷带、创可贴、胶布等。

废墟自救

如果被废墟埋压，应保持冷静，设法自救。

尽量用湿毛巾、衣物等捂住口、鼻，防止灰尘呛闷发生窒息。

尽量活动手脚，清除脸上的灰土和压在身上的物件；用周围

可以挪动的物品支撑身体上方的重物，避免进一步塌落。

扩大活动空间，保持足够的空气。

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不盲目大声呼救；当听到人声时，

用硬物敲打墙壁或开关灯发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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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法

猝死、溺水、触

电、窒息、中毒、失血过

多时，常会造成心脏停

跳，应立即交替进行胸

外心脏按压与人工呼

吸抢救。

确定病人呼吸、

脉搏停止，要将其仰面平卧在坚硬的地面上，施救者两腿自然分

开，与肩同宽，跪于病人肩与腰之间的一侧，实施抢救。

抢救时，应该交替

进行胸外心脏按

压与人工呼吸。

胸外心脏按压

左手掌放在病人胸骨中下三分之一处，右手掌放在左手背

上。注意：抢救成人用双手，儿童用单手，婴儿用中指、无名指。

手臂伸直，垂直下压胸腔 3~5厘米（儿童 3厘米，婴儿 2厘

米），然后放松，放松时掌根不离开病人胸腔。

按压要平稳、有

规律、不间断，不能冲

击猛压。

成人每分钟

80~100次，儿童每分

钟 100次，婴儿每分钟

120次。

胸外心脏按压要平

稳、有规律、不间

断，不能冲击猛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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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呼吸

如果病人口中有异物，要先清除，疏通气道。

一手捏住病人鼻翼两侧，另一手食指与中指将其下颌抬高，

深吸一口气，用口对准病人的口吹入，吹气停止后放松鼻孔，让病

人从鼻孔呼气，依此反复进行。

成人每分钟 14~16次，儿童每分钟 20次。最初六七次吹气

快一些，后转为正常速度。

注意观察病人胸部，操作正确能看到胸部有起伏，并感到有

气流逸出。

包扎法

用绷带包

扎时，应从远端

向近端，绷带头

必须压住，即在

原处环绕数周，

以后每缠一周要

盖 住 前 一 周

1/3~1/2。

环形包扎：在肢体某一部位环绕数周，每一周重叠盖住前一

周。常用于手、腕、足、颈、额等处以及在包扎的开始和末端固定

时用。

螺旋包扎：包扎时，作单纯螺旋上升，每一周压盖前一周的

1/2。多用于肢体和躯干等处。

“8”字形包扎：包扎时一圈向上，一圈向下，每周在正面和前

一周相交，并压盖前一周的 1/2。多用于肘、膝、踝、肩、髋等关节处。

包扎时动作要迅速准确，不能加重伤员的疼痛、出血和污染

伤口；松紧适度，既不要影响血液循环，也不要使敷料脱落或移动。

最好用消毒的敷料覆盖伤口，紧迫时也可用清洁的布片。

包扎四肢时，指（趾）最好暴露在外面，以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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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止血法

动脉损伤出血，主要用指压止血法。方法是以手指压迫伤口

近心侧的动脉干，使动脉血流受阻而达到止血。

头面部出

血，伤口小时，压

迫伤口两侧；伤口

较大时，可在耳屏

前压迫颞浅动脉。

口、鼻、面颊部出

血，可在下颌骨水

平支距下颌角约

3厘米的凹陷处压迫颌外动脉。

肩部或上臂发生动脉出血，可用拇指从锁骨上窝将锁骨下

动脉压向第一肋骨。上臂远端或前臂出血，可在上臂内侧肱二头肌

内缘用手指将肱动脉压向肱骨。手指出血，可以压迫手指根部两侧

的指动脉。

大腿或小腿出血，可在腹股沟卵圆窝处压迫股动脉。股动脉

较粗，血流量大，常需两手同时进行压迫。

静脉或小动脉出血，可用数层无菌纱布或裹伤包覆盖伤口

之后，再用绷带进行加压包扎。

紧急止血后，应将伤员送医院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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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电

关闭开关，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绝缘

物品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解开妨碍呼吸的紧身衣物，检查口腔，清理口腔黏液，如有

假牙，则应取下。

如呼吸停止，应采用人工呼吸法抢救；如心脏停止跳动，应

进行人工胸外心脏按压法抢救。

如有电烧伤，包扎伤口后及时送医院处置。

猝 死

症状院突然昏倒、意识丧失、面色死灰、脉搏消失，呼吸、心跳停

止，瞳孔放大。

将病人平放在硬板或地上，进行心肺复苏法抢救，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

千万不要随意搬动病人。

运送病人必须使用急救车，不要用出租车或其他车辆。

不要惊慌失措、大喊大叫，避免加重病人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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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 水

发现溺水者应尽快将其救出水面，但施救者不熟习水性或

不懂水中施救方法，不可轻易下水，可利用绳、竿、救生圈等现场器

材救人，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

溺水者救出后，应将溺水者平放在地面，迅速撬开其口腔，

清除口腔和鼻腔中淤泥、杂草等异物，使其呼吸道保持畅通。

将溺水者头部朝下放置于抢救者屈膝的大腿上，按其背部

迫使呼吸道和胃里的吸入物排出。注意不可一味倒水而延误抢救

时间。

当溺水者呼吸停止或非常微弱时，立即实施人工呼吸法，必

要时施行胸外心脏按压法。

骨 折

若遇意外骨折，用双手稳定及承托受伤部位，限制骨折处的

运动，并放置软垫，用绷带、夹板或替代品妥善固定伤肢。上肢伤则

将伤肢固定于胸部；前臂伤可用书本等托起悬吊于颈部，起临时保

护作用。下肢伤不要试着站立，而应将受伤肢体与健康肢体并拢，

用宽带绑扎在一起；

脊柱伤应将病人放

于担架上，平卧搬

运，不要让病人在弯

腰姿势下搬动，以免

损伤脊髓。

应垫高伤肢，

减轻肿胀。

包扎要松紧有度，如伤肢出现麻痹或脉搏消失等情况，应立

即松解绷带。

伤口中有脏物，不要用水冲洗，不要使用药物，也不要试图

将裸露在伤口外的断骨复位，应在伤口上覆盖灭菌纱布，然后适度

包扎固定。

伤口中如嵌入异物，不要拔除，可在异物两旁加上敷料，直

接压迫止血，并将受伤部位抬高，在异物周围用绷带包扎。

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或送往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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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异物阻塞

救护者可站在

病人身后，用双手抱

住病人的腰部，一手

握拳，拇指的一侧抵

住病人的上腹部剑突

下、肚脐稍上处，另一

只手压住握拳的手，

两手用力在病人腹部做快速向内上方向的挤压动作。

当病人意识不清、昏迷倒地时，救护者应面向病人，两腿分

开跪在病人身体两侧，双手叠放，下面手掌根放在病人的上腹部剑

突下、肚脐稍上处，朝病人上腹部做快速向内上方向的挤压动作。

婴幼儿发生呼吸道异物阻塞时，须将患儿面朝下，头部低于

身体，放在救护者的前臂上，再将前臂支撑在大腿上方，用同一只

手支撑患儿的头、颈及胸部，用另一只手拍击患儿两肩胛骨之间的

背部，使其吐出异物。如果无效，可将患儿翻转过来，面朝上，放在

大腿上，托住其背部，头低于身体，用食指和中指猛压其下胸部(两

乳头连线中点下方一横指处)，反复交替进行拍背和胸部压挤，直至

异物排出。

孕妇或肥胖人士发生事故时，应垂直按压胸骨下部。

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或送往医院救治。

胸腹外伤

刺入胸、腹部

的利器，千万不要自

己取出。应就近找东

西固定利器，并立即

将伤者送往医院。

腹部外伤造

成肠管脱出体外，不

要将脱出的肠管送

回腹腔。应在脱出的肠管上覆盖消毒纱布或消毒布类，再用干净的

碗或盆扣在伤口上，用绷带或布带固定。

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或送往医院救治。

千万别把

刀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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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伤与烧伤

烫伤后，要迅速除

去热源，离开现场，在第

一时间用凉水冲洗伤口

10分钟以上。如烫伤较

轻无伤口，可用獾油、烫

伤药膏或牙膏涂在患处。

烧伤后，应隔断热

源，尽量使其呼吸畅通，

然后小心除去伤者创面

及周围的衣物、皮带、手表、项链、戒指、鞋等。

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或送往医院救治。

烫伤后马上

用凉水冲冲。

120吗？这里有
烧伤病人需要

急救……

冻 伤

发现有

人冻僵，先托住

病人头、背、腰

及下肢，轻轻抬

入室内，脱去衣

裤、手套、鞋袜，

轻轻放入盛有

38℃~42℃温水的浴缸或大木盆内，只露出头部，轻轻按摩其身体

各部位，促进血液循环。水温应恒定，以能使皮肤表面恢复到 36℃

为宜，时间 20分钟左右。一旦病人的皮肤颜色和知觉恢复时，即可

将其从浴缸或大木盆里抬出来，用干毛巾擦干全身后，注意保暖，

并定时从肛门测量体温，了解体温变化。发现病人呼吸心跳停止，

应迅速将其移至较暖和处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同时要拨打 120请

求救助。

对于肢体局部冻伤，可将伤肢浸入 37℃温水中 4~5分钟，

然后取出擦干保暖，短时间后继续浸入温水中复温，如此反复多

次，直至伤肢部分颜色和感觉恢复正常为止。在野外没有温水时，

可将伤肢放入健康人腹部、腋下，或一起套入棉衣或被褥中复温。

冻伤抢救时切忌火烤冻伤部位，或一开始就浸入热水中，也

不要在患部用雪或手揉搓，以免引起皮肤破溃或坏死。

冻伤好
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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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暑

遇有中暑病人，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

扣，平躺休息。

用冷毛巾敷头部，并擦身降温。

喝一些淡盐水或清凉饮料，清醒者也可服用人丹、绿豆

汤等。

昏迷者可用手指掐人中穴、内关穴及合谷穴等，同时立即送

医院救治。

快把他抬到

树阴底下去！

蛇咬伤

若被蛇咬伤，首先坐下,尽量减少运动,避免血液循环加速。

立即用条带绑紧咬伤处近侧肢体，如足部咬伤在踝部和小

腿绑扎两道，松紧以阻止静脉血和淋巴回流为度。

将伤处浸入凉水中，逆行推挤使部分毒液排出。也可嘬吸伤

口（吸者要无口腔病变），随吸随漱口。

紧急处置后，送医院救治，运送途中，仍用凉水湿敷伤口，绑

扎应每 20分钟松开 2~3分钟，以免肢端淤血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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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灼伤

眼睛被化学物品灼烧后，应尽快用大量清水（如自来水、蒸

馏水）冲洗眼睛。

冲洗时不要溅及未受伤的眼睛。

可以把整个面部泡在水里，连续做睁眼和闭眼的动作。

冲洗后，用清洁敷料覆盖保护伤眼，迅速前往医院。

不要用手揉眼睛。

必要时送往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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