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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自救得当保住性命

责编：范诗曼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综合

2020.2.14��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A10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蔡紫容）

家遇火宅该如何处理呢？ 记者

12 日从广州消防部门获悉，近日，天河

区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大火将 5 名住

户困在家中。 幸好业主自救得当，最终

消防人员赶到将大火扑灭并救出被困

5 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月 10 日 6 时 38 分， 广州市 119

指挥中心接到火灾报警，天河区陶育路

暨南花园小区 15 楼发生火灾。 接到报

警后，消防部门迅速出动 14 台消防车，

72 名指战员立即赶赴现场。 火灾现场

位于 15 层一住房位置， 从窗户可以看

到明火不断蹿出。

情况紧急，了解情况后，指挥员立

即下达作战命令，灭火组利用楼内消火

栓出两支水枪灭火；同时在水枪掩护下

开始利用破拆工具对起火房间进行破

门救人； 另一组消防员在毗邻单元 15

楼出一只水枪对着火房间进行射水控

制火势；疏散小组人员则对楼上楼下住

户进行疏散。约 20 分钟后，随着消防水

枪逐步向室内推进，消防员很快在主卧

室内找到 5 名被困人员并成功转移至

安全区。

据起火房子的当事人介绍“火灾发

生初期， 先是客厅着火，5 名被困人员

在主卧里大声呼救， 但是火势太大，已

封堵住通往室外的通道，物业人员在门

外利用斧头不断砸门也无法砸开。 ”当

事人说，还好消防员及时到场，携带液

压破拆工具组进行破门。

据消防员介绍， 事后现场查看，由

于该业主在家里客厅通往卧室的地方

加装了一个玻璃门，在发现火情之后紧

闭玻璃门，形成一道临时“防火墙”，阻

止了火灾的蔓延速度。随后一家人躲至

离着火客厅最远的主卧室，并利用湿毛

巾堵住门缝，阻隔烟气进入房间，并及

时拨打 119 火灾报警电话报警同时向

窗外大声呼救。由于一家人自救措施得

当，被救出时无一人受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

大

风，大雨，雷暴，冰雹……受西南暖湿

气流影响，2 月 12 日至 13 日，包括广

州在内，广东省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

其中，湛江、茂名、江门、珠海等地出现

冰雹。 预计，广州 14 日有大雨，15 日

强冷空气携风雨入穗， 有大到暴雨并

伴有雷暴，15 日夜间起气温急降。

气温骤降 8～10℃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15 日下午

起， 强冷空气携风雨自北向南影响广

东省，陆地有 5 级～7 级大风，沿海海

面有 7 级～9 级大风，粤北和珠江三角

洲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局地伴有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16 日～17 日各地气温急剧下

降 7℃～9℃， 中北部山区市县有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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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14 日有大雨，15 日强冷空

气携风雨入穗， 全市有大到暴雨并伴

有雷暴，15 日夜间起气温急降， 过程

降温幅度 8～10℃，各区最低气温降至

5～9℃，陆地阵风增至 5～7 级，港区阵

风增至 7～8 级。

未来三天具体预报：

14 日，阴天，有大雨，17～21℃

15 日， 阴天， 有大到暴雨，16～

22℃

16 日，大雨转多云，8～16℃

气象部门提醒， 注意防御强降水

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 山体滑坡等次

生灾害； 雨雾天气道路湿滑、 能见度

低，15 日夜间起广州陆地和港区风力

增大，注意水陆交通安全；16～17 日降

温明显，需注意防寒保暖，关注急降温

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影响， 同时需注意

急剧降温对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影响；

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室内通风指引和燃

气热水器安全使用宣传， 谨防室内一

氧化碳中毒。

湛江等地出现冰雹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受

西南暖湿气流影响，2 月 12 日至 13

日早晨，广东省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

其中，湛江、茂名、阳江出现了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肇庆、云浮、江门、佛山、

广州、清远、韶关出现了小到中雨，其

余市县出现了分散阵雨， 部分地区出

现了回南天气。

据统计，12 日 8 时到 13 日 8 时，

茂名高州市根子镇录得最大小时雨量

49.5 毫米， 茂名电白区罗坑镇录得最

大累积雨量 69.1 毫米。 此外，13 日早

晨，湛江、茂名、阳江出现了 8～9 级雷

雨大风；湛江、茂名、江门、珠海局地出

现了冰雹；广东省大部轻雾，其中，珠

三角大部、粤东、粤北偏北市县出现能

见度小于 500 米的大雾。

据了解，广州 13 日早晨至中午出

现了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雨量 12.2 毫

米，南沙东涌镇录得最大雨量 39.3 毫

米；另外，12 日晚至 13 日早晨各区均

出现了雾， 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 500

米以下的大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粤教宣）

延迟开学期间， 如何做好中小

学线上教学工作？ 2 月 13 日， 记者从

广东省教育厅了解到，《延迟开学期间

中小学线上教学工作指引》印发。 根据

要求， 线上课程时间一般不能超过 20

分钟， 各学科每天的学习容量要合适，

避免各自为政增加学生负担。

线上教学切忌“一刀切”

指引中指出，要全面普及推广“粤

教翔云”数字教材应用服务平台，全省

（深圳地区除外）

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和学生可免费使用数字教材服务平台，

开展在线教与学活动，各地可结合本地

实际，用好国家教育资源平台、本地网

络平台等。

各地各学校在制定线上教学方案

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因校而定，切忌“一

刀切”。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结合本校实

际，开发校本综合课程，开展校本特色

的在线教学与线下学习活动。 线上教学

要精准施策、因材施教。

指引中还提到，不要简单将线下课

堂教学直接搬到线上进行教学，注意线

上教学和线下学习场景的不同，防止照

搬套用正常课堂教学方式、时长和教学

安排，原则上线上重导学、答疑，线下重

自学、实践。 充分利用居家学习特点，合

理安排学生线上学习、自主学习、综合

实践、亲子讨论、阅读名著名篇等多样

化学习任务。

根据不同学段合理安排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可以用录播、直播、答疑

的方式进行，各地各学校也可根据本地

本学校实际， 根据不同学段的教学要

求，合理安排线上教学。 普通高中以学

校为主，灵活采用集中教学、分层教学、

个性化辅导等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和学校探索网络直播形式。 初中由县

（市、区）

统筹安排或有条件的学校以校

为单位组织，开展集中教学、个性化辅

导、主题探究和项目学习等方式。 小学

由县

（市 、区）

统筹安排，语文、数学、英

语等学科要强化学科学习能力和生活

能力培养，引导学生预习，在家庭成员

陪伴下开展亲子阅读、 绘制思维导图、

创意创作、游戏锻炼等，综合学科

（道德

与法治、音乐、美术、体育、科学）

建议开

展有趣味、有意义的实践活动。 要关注

重点年级，高三、初三以学校为单位组

织， 要积极引导学生学会梳理重难点、

强化薄弱点、研究新热点，力争做到“一

班一案、一生一表”。

不强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

要充分考虑到线上教学和居家学

习的特殊性，建议放慢进度，以课程标

准的达标为宜，严禁超进度、超要求、超

标准教学，避免偏题、难题、怪题。 要合

理安排学生学习时间，对小学低年级线

上学习不作统一硬性要求，由家长和学

生自愿选择；要统筹安排好其他学段各

门学科的线上课程内容，线上课程时间

一般不能超过 20 分钟， 各学科每天的

学习容量要合适，避免各自为政增加学

生负担。

线上教学原则上以原班级为单位

组织上课，各校各年级可统一时间统一

课表，以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

律能力，但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

“打卡”。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展一个年

级、一个学科的“大课”。

各地各学校要对延迟开学期间的

学习情况进行摸底，对学习效果和质量

进行诊断评估，精准分析学情，提升教

学计划的针对性，要防止以居家学习完

全代替学校课堂教学，做到延迟开学期

间的学习和正常开学后的教学有效衔

接，确保课程教学质量。

线上教学切忌“一刀切”

线上课程时间一般不能超过20分钟 每天学习量要合适

天气预报

今明广州有大到暴雨

预计明日夜间气温急降

海珠区石榴岗，市民戴口罩手套在雨中行走。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