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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防洪防汛安全常识，
你要知道！
夏季是雷雨天气多发季节，尤其我区又属于山区易发生山
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在防汛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
方？遭遇暴雨该怎么办？为避免灾害发生,确保大家都平平安安,
本报特意准备防洪防汛知识，大家赶紧来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
电源、煤气等设备。
2. 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3. 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
4. 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15 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5. 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混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
的前兆，
应离开溪涧或河道。
6. 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
水和塌方路段。
7. 注意街上电力设施，
如有电线滑落，
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
门。
8. 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
应撤离居所，
到安全地方暂避。
9. 遇到危险时，
请拨打 110 求救。

汛情预警及防范措施
预警级别划分
根据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由低到高划分
为一般(Ⅳ级)、较重(Ⅲ级)、严重(Ⅱ级)、特别严
重(Ⅰ级)四个预警级别,分别用蓝色、黄色、橙
色、红色表示，红色为最高预警级别。
防范措施
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 暴雨蓝色预警：
一般(Ⅳ级)
学校、幼儿园检查校舍安全，必要时将学
生转移到安全地点或疏导学生安全回家。
少使用或不使用家用电器，必要时切断电
源。
低洼地区公共场所疏导公众安全、有序撤
离。
暂停户外作业，行人、车辆远离危险设施
（如危房、危墙、广告牌等），
避开低洼路段。
注意接收后续天气预报、预警信号。
2. 暴雨黄色预警：
较重(Ⅲ级)
除暴雨蓝色预警防范措施外还应做到：
年幼、路远的学生须由家长接回或学校、
幼儿园专人护送回家。
低洼公共场所应备好预防暴雨所需物资，

暴雨来临时采取防范措施

做好挡水、排水工作。
行人、车辆注意观察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和
警示显示屏提示。
3. 暴雨橙色预警：
严重(Ⅱ级)
除暴雨黄色预警防范措施外还应做到：
学校、幼儿园可视情停课、提前或延后放
学。
工作单位可视情提前或延后上、下班。
尽量避免外出。
行人、车辆就近躲避，配合交通管理部门
实行的交通引导或管制。
沿路临街单位应提供停车场所，接纳庇护
行人。
4. 暴雨红色预警：
特别严重(Ⅰ级)
除暴雨橙色预警防范措施外还应做到：
严禁外出。
行人、
车辆应立即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低洼危险地带的市民立即转移到安全地
方躲避。
怎样获取汛情预警信息
从电视、手机短信、网络、广播、电子信息
屏等获取灾情警报。

防洪防汛安全小常识
1. 汛期气候多变、突变、常会
出现打雷闪电、大暴雨、冰雹、龙卷
风等灾害性天气。
2. 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
泥石流及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
3. 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
视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
测，做好防洪自护。要认真学习有
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
4. 不到易发生山洪(河溪边、沙
滩，
低洼处)区域游玩逗留。
5. 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
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
动停留。

6. 不到溪、河、池塘、水库等水
域戏水、捕鱼玩耍。
7. 需 过 溪 河 要 找 桥 梁 通 过 。
不要涉水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
抢渡溪河。
8. 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
出，已出门在外的要寻找安全的地
带避灾自护。
9. 学生要熟记学校应急信号，
应急转移路线和地点，需紧急转移
时，要听从学校统一指挥，及时有
序地安全转移。
10. 途中遇险时，不必惊惶失
措，应迅速进行避险自救或寻找求
助求救的办法，
不能冒险行事。

洪水爆发时该如何自救
1. 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实，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
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
况下，
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
做水上转移。
2. 洪水来得太快，
已经来不及转移时，
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
高屋、
大树、
高墙，
做暂时避险，
等待援救。不要单身游水转移。
3. 在山区，如果连降大雨，最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
况，应该注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注意防止山体
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
4. 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
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5. 洪水过后，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避免发生传染病。

雨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1. 电源接头点必须接触牢靠，做好绝缘处理，要避
开自来水管或容易发生渗水的地方，尽可能在干燥处。
2. 线路绝缘老化，在潮湿的环境下容易引发漏电，因此要把好装修关，
线路隐蔽敷设一定要套绝缘管，管内不能做接头，
装修要采用合格的线材。
3. 采用适当的保护措施，比如要装设漏电开关，用电设备金属外壳（如
洗衣机、电冰箱）应保持良好接地，家庭内线敷设中应该设置良好的接地
点。这样就能在发生漏电时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发生漏电保护作用后，
应该请专业电工及时查清问题。
4. 在使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时，一定要同自家的线路容量相匹配，超
负荷使用容易导致故障。
5. 家用电器设备应保持绝缘良好，
灯头、插座、开关等不要沾水。
6. 湿手、湿毛巾不得接触或搭在电线上。
7. 教育儿童不得玩弄电器。
8. 严禁私拉乱接，
导线拖地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9. 出现紧急情况，
要及时切断电源。

1. 夏 季 气 候 炎 热 ，雷 雨 天
气较
多，此时 外出 旅游 ，尤其 是游
览大 山
古刹 时，一定 要注 意严 防被
雷电 击
伤，千万莫要掉以轻心。
2. 在打雷下雨时，严禁在山
顶或
者高丘地带停留，更要切忌
继续蹬往
高处 观赏 雨景 ，不能 在大 树下
、电线
杆附近躲避，也不要行走或
站立在空
旷的 田野 里，应尽 快躲 在低
洼处 ，或
尽可能找房屋或干燥的洞穴
躲避。
3. 雷雨天气时，不要用金属柄
雨
伞，摘下 金属 架眼 镜、手表
、裤带 ，若
是骑车旅游要尽快离开自行
车，亦应
远离其它金属制物体，以免
产生导电
而被雷电击中。
4. 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
河、湖
边游泳、划船、垂钓等。
5. 在电 闪雷 鸣、风雨 交加
之时 ，

雨季行车注意事项
1. 见 到 积 水 处 莫 左 闪 右
避。看到水就闪 ，或者马上踩
刹车放慢速度，这是一般人的
通病。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非
常危险。左闪右 避的坏处是，
令后面的司机不知道该怎么反
应，意外很容易发生 。其实水
深大约 15 厘米左右，根本不会
对汽车有任何影 响，完全可以
用正常的车速行 驶，不需要担
心水进入车内或者抛锚。要注
意的是，当车子过完水后，制动
系统可能会暂时 减弱，刹车的
时候距离要加长 ，因此雨天驾
车最好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
2. 轿车涉水，应在发动机
运转正常、转向和制动机构 灵
活可靠的情况下进行。轿车开
到水边，若轮胎和制动鼓 温度
较高时，应稍休息一会，待其适
当冷却后再下水 。涉水时，应
挂低速档，使轿车从岸上平 稳
地驶入水中，以免水花溅起 。
在行驶中要保持发动机有足够
的动力，避免中途停车、换档和
急打方向。眼睛要看准固定目
标，不可注视流水，以免扰乱视
觉，使方向失误。
3. 多车涉水时，不要同时
下水，待前车到达彼岸，后车才
下水，防止前车因故停车，迫使
后车也停在水中。汽车在涉水
中如车轮打滑空 转，应立即停
车，不勉强进退，更不可猛踏加
速踏板，以防越陷越深。 要保
持发动机不熄火 ，并组织人力
或其他车辆协助拖出。轿车通

过漫水路面或漫 水桥时，一般
情况下，以均匀速度、沿固定路
线一气通过。轿 车涉水后，应
驶离岸边，选择空阔地点停车，
擦干电器的受潮 部分，注意清
除散热器及车身 上的漂流物、
轮胎间的嵌石以及底盘上的水
草杂物等。起动 发动机，让发
动机升到正常温 度，烘干发动
机的潮气和水珠 。检查后，确
认汽车技术状况 完好，再低速
行驶一段路程，并轻踏几次制
动踏板，让制动蹄片与制 动鼓
发生摩擦，使附着的水分受 热
蒸发，待制动效能恢复后，再转
入正常行驶。
4. 建议车辆再过较深水域
时，提前打开两边窗户玻璃，如
果水深漫过车辆 ，要及时脱离
车辆，人员撤至安全区 域。如
果车门不能打开 ，用东西敲击
两侧车窗玻璃的 四个角，易于
击碎玻璃，迅速逃离现场。
行车遇险自救
车辆误入较深积 水区，如
水深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驶，
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
行车速度，过水后，要留意制动
性能是否有效；车辆进水熄火
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设法
将车推到安全地 带，并第一时
间求救。
车辆掉入深水区 域，切勿
打开窗子或试图 打开车门，请
努力呼吸，
找好准备逃生的门把
手，等待水慢慢涌进车里，在水
将要漫到车顶时，深吸一口气，

然后屏气打开车门迅速游出。
行人安全防御
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
并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
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
低洼区、较高的墙 体、树 木 下
避雨；时刻注意路边防 汛安全
警 示 标 志 ，不 要 靠 近 路 沿 石
行走，
避免掉入缺失井篦井盖的
下水道中；
避开灯杆、
电线杆、
变
压器、
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
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经过积水地
区时，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
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行人遇险救援及自救
如自己或他人被洪水包
围，一定要沉着冷静，想方设法
实施自救和互救 ，或及时拨打
110、119、120 等求助电话，等
待救援。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
倒，一定不要慌张，尽量屏住呼
吸，然后想办法抓住 地上的突
起物，争取站立起米；发现溺水
者应迅速呼叫他 人协助救治，
尽快从水中救出溺水者并采取
下列紧急措施：即刻清除其口
腔、鼻腔内的水和泥沙等污物，
并将舌头拉出，保持呼吸道通
畅。将溺水者俯 卧，下腹部垫
高，头部下垂，使积水倒出。或
救治者抱紧溺水 者双腿，将其
腹部放到救治者 肩上，快步行
走，使其积水倒出。 注意动作
要敏捷，切不可因倒水影 响其
它抢救措施而延 误抢救时机。
对呼吸心跳停止 的溺水者，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

雨季防雷小常识
若旅游者在旅店休息，应立
即关掉室 头部 冷敷 。对
电灼 伤的 局部 ，在急
内的电视机、收录机、音响
、空调机等 救 条 件 下 ，
只需保持干燥包扎即
电器 ，以避 免产 生导 电。 打雷
时，在 可。 树木 下、靠近
河湖 池沼 以及 潮
房间的正中央较为安全，切忌
停留在 湿地区是雷击事故
多发区。
电灯正下面，忌依靠在柱子
、墙壁边、
7. 在室外，要考虑到雷电活动
门窗边，以避免在打雷时产
区
生感应电 域，看雷 电活
动远 近，一般 是听 雷声
而致意外。
就能判断出远近，不要躲到
避雷针和
6. 当发生雷击时，旅伴应立
即将 大树 下面 。在 空旷
的地 方不 要打 雨
病人 送往 医院 。如 果当 时呼
吸、心 伞，因为 雨伞 有针
尖，电场 强度 要集
跳已 经停 止，应立 即就 地做
口对 口 中些 。不 要在 空旷
地方 打手 机。 要
人工 呼吸 和胸 外心 脏按 压，
积极 进 蹲下来，两脚并拢
。
行现 场抢 救。 千万 不可 因急
着运 送
8. 如遇雷雨天气，市民最好
去医 院而 不作 抢救 ，否则
躲入
会因 贻误 一栋 装有 金属
门窗 或设 有避 雷针 的
时机 而导 致死 亡。 有时 候，
还应 在 建筑 物内 。一 辆金
属车 身的 汽车 也
送往 医院 的途 中继 续进 行人
工呼 吸 是最好的“避雷所
”
，
一旦这些建筑物
和胸 外心 脏按 压。 此外 ，
要注 意给 或汽车被雷击
中，它们的金属构架或
病人 保温 。若 有狂 躁不 安、
痉挛 抽 避雷 装置 或金 属本
身会 将闪 电电 流
搐等 精神 神志 症状 时，还要
为其 作 导入地下。

汛期出游安全须谨记
特别提醒：游客出行前应关注目的地的气象、汛
情等信息，不要前往有危险的地区，特别是自助游客
应避免到地质灾害地区，并要求旅行社应完善应急预
案及提高服务质量，
防范事故发生。
游客要选择安全防范措施到位、服务规范的合法
旅行社出游，在出游中若遇到恶劣天气，更要加强有
针对性地防范工作，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旅行社在团
队出发前，要提前与当地景区联系，不要组织游客到
正在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区旅游，
到雷击等自然灾害易发地旅游也需慎重。
在当地天气情况异常时，旅行社应取消部分旅游
线路中游泳、蹦极、攀岩等危险性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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