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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消宣）

高层建筑灭火救援是世界难题。

市民遇到高层火灾如何逃生？ 跑还是不

跑？向上跑还是向下跑？近日，记者走进

拥有全国首支“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

队”的珠江东消防救援站，深入了解这

支位于广州CBD的消防救援队伍日常

的训练事项，并向专业消防员请教一旦

在高层住宅遇到火灾该如何逃生。

拥有亚洲最高登高车

可以摸到101米的高度

珠江东消防救援站驻守在珠江新

城， 辖内汇集了全市80%以上的超高层

建筑， 是全国300米以上摩天建筑最密

集的区域。 2016年，该站成立了全国首

支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队，配备了亚

洲最高101米登高消防车

（下称 “登高

车”）

、最强高层供水车、灭火机器人、无

人机等总价值过亿元的高精尖车辆器

材装备。

日前， 记者来到珠江东消防救援

站， 一进去就看到5辆功能不同的消防

车一字排开停在楼下。 其中，一辆车身

长17米的消防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消

防车驾驶员张秀祥介绍：“这辆车就是

‘登高车’， 它的平台最大可以承受400

公斤负载， 通过曲臂伸向99米高空，人

站在上面可以摸到101米的位置。 ”据

悉，登高车上还配有水炮，可以直接出

水灭火。

刚开始当消防车驾驶员时，张秀祥

并不敢开登高车，“因为那辆车太长了，

除了需要很熟练的驾驶技术，还要有很

强的心理素质。 ”张秀祥花了3年时间将

其他消防车都开上手了，他才向老班长

请教驾驶登高车的技巧。“当时老班长

带我登上登高平台， 上升到99米的高

空，我朝下看时腿都软了，风一吹还感

觉摇摇晃晃的。 ”

要开好登高车，首先得克服恐高的

心理障碍。 为此，张秀祥坚持每周跟老

班长登上百米高空进行反复练习。 3个

月后， 张秀祥终于克服了恐高心理，随

后才正式开始学习登高车的驾驶技术。

“登高车重62吨，老班长教我怎么转弯、

掉头，提醒我哪些地方不能开过去等注

意事项。 ”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张秀祥终

于可以自如地驾驶登高车。

超高层灭火还得常训练

半小时内负重要爬70层

在日常训练中，珠江东消防救援站

坚持把强化实战实训能力放在首位。 通

过开展高空绳索救援、 无人机驾驶员、

高层建筑固定消防设施培训等多项专

业技能培训，让队员的实战能力得到全

方位的锤炼提升。

若遇到消防电梯也用不了的高层

建筑火灾， 消防员该如何上去救火呢？

除了使用登高车外，消防员就只能背着

消防设备跑上去。 为提高消防员的体能

素质，消防员日常耐力训练中，离不开

锻炼心肺功能、耐力等训练。“最基本的

就是背着空气呼吸器负重跑步五公里，

空气呼吸器大概30斤重，28分钟完成才

算达标。 ”张秀祥表示，站内最快的消防

员约16分钟能完成负重跑步五公里，为

生命抢时间。

训练中，最辛苦的当属负重登高训

练，“我们得穿上整套装备，再拿两盘水

带，大概六七十斤重，半个小时内爬上

70层才算达标。 ”张秀祥表示，每次完成

训练后都快“累到吐”，但也必须咬牙坚

持。

熟记辖内高楼信息

定期开展模拟演练

在消防站里，记者看到走廊墙上挂

了不少高层建筑相关的资料。 天盈广场

东塔的外观图旁， 醒目地标注了楼高

254米、地下4层、地上57层等信息，并清

晰标明避难层的分布楼层和消防控制

中心的位置， 所有消防信息都一目了

然。 此外，还清晰列明各高层建筑平面

图、周边水源分布图等重要信息。

张秀祥表示，珠江东消防站辖内有

160多栋高层建筑， 消防员要记住每一

栋高层建筑的基本情况，才能提高救火

效率。“包括楼层有多高、 避难层在几

楼、附近有什么水源，消防控制室、厨房

在哪里等重要信息，都要熟记于心。 ”此

外， 消防员还需要时不时到现场逛一

逛，加深印象，还要不定期开展模拟火

灾演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梁艳华 肖晓涵）

电子烟，作为传统烟草

的替代品，在年轻人中较流行。 但“上头

电子烟”，你听过吗？ 昨日下午，越秀区

法院依法对一起贩卖毒品罪刑事案件

进行一审宣判，该案是广州市首例宣判

的“上头电子烟”涉毒案。

用跑腿服务送电子烟油贩毒，

被判一年三个月

7月14日， 被告人林某池与购毒人

员约定以1600元的价格， 交易1小瓶含

合成大麻素成分的电子烟油，并通过跑

腿服务把电子烟油送达给购毒人员，通

过微信收取毒资及快递费。 林某池被公

安机关抓获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涉案电子烟油被公安人员截获，经

鉴定 ， 检出列管合成大麻素ADB-

BUTINACA成分。检察机关依法对被告

人林某池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池违

反我国对毒品的管制，贩卖被列管的含

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油，其行为已构成

贩卖毒品罪，判决被告人林某池犯贩卖

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

处罚金三千元；扣押的作案工具手机一

台予以没收，涉案电子烟油予以没收销

毁。 林某池当庭表示不上诉。

警惕！“上头电子烟”会出现在

酒吧夜场

越秀区检察院介绍， 所谓的“上

头电子烟”， 是指在电子烟或电子烟油

中非法添加了其他毒品成分———合成

大麻素。 7月来，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

分局破获多起涉“上头电子烟” 的新

型毒品案件， 越秀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了该类毒品案件9件15人， 提起公诉6

件10人。

越秀检察院办理的多起贩卖“上头

电子烟”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均为25岁

以下，甚至还有未成年人。 为何“上头电

子烟”会让这些年轻人深陷其中？ 据犯

罪嫌疑人交代，在酒吧、夜场这些娱乐

场所玩乐，年轻人需要所谓的“气氛”。

合成大麻素的活性高、药效强，1毫克的

剂量，就能产生比天然大麻几倍甚至几

十倍的效果，因此“上头电子烟”会出没

于这些场所。 但由于“上头电子烟”很多

都是私人调配，对合成大麻素的添加量

控制不严，容易造成浓度过高，造成吸

食者有中毒反应。

遇高层火灾应该往哪里跑？

全国首支“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队”消防员来支招

市民遇到高层火灾如何逃生？

跑还是不跑？向上跑还是向下跑？珠

江东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张秀祥来解

答。

问： 一旦遇到高层火灾该如何

应对呢？

答：

市民如遇火灾，一定要保持

冷静，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采取匍匐

前进的方式迅速逃生， 但是切记不

要使用电梯进行逃生。 因为电梯在

火灾情况下会失去正常供电， 而且

极易将楼宇中的烟气吸入电梯井并

扩散至各个未起火的楼层， 选择电

梯进行逃生会被困在里面而窒息。

建议采用安全楼梯逃生会更安全。

问：使用安全楼梯逃生时，该向

上跑还是向下跑呢？

答：

这得看情况。如果起火点在

楼上，那市民需要远离火源，借助安

全楼梯向下逃生，快速离开楼栋。如

果起火点在楼下， 火源挡住了安全

楼梯， 那市民应尽快选择第二条安

全楼梯逃生，如果没有则向上逃生。

如果所在楼栋有天台或者避难层，

应向上跑至此场所避险。 如果没有

或者不确定，应躲入门口密封性好，

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

问：避难层在哪里？

答：

一般超过100米的建筑会有

避难层。 避难层是专门提供人们疏

散避难的楼层， 是一个火灾无法侵

入的独立防火空间， 避难层的消防

设施十分充足， 还有独立的防烟设

施。市民如果找到了避难场所，并保

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拨打119

火警电话求援。

问：被困市民如何发求救信号？

大：

白天的话，可以利用色彩亮

丽的衣服或布条， 从窗户向外大幅

度晃动。晚上的话，可以使用手电筒

或者手机频繁闪光引人注意。

高层火灾时怎么办？

专业消防员这样说

广州首例“上头电子烟”涉毒案宣判

男子因贩卖新型毒品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早在

2015

年， 中国已将

40

种

含合成大麻素的精神药品列为毒

品进行管理， 今年

7

月

1

日将合成

大麻素类物质列入 《非药用类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

目录》，扩大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列管范围。 销售含有合成大麻素

的 “上头电子烟 ”，属于贩卖毒品

行为，吸食“上头电子烟”，则属于

吸毒行为。法官提醒大家，切勿以

身试法！

“上头电子烟”危害大

贩卖吸食均违法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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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全国首支 “高层建筑灭火救援专业

队”的珠江东消防救援站内，配备了登高车（圆

图）等高精尖车辆器材装备。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