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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连着装有 100公斤左右液化天然气的
储罐，罐后面还带着一个长约8米的大货厢，就
是这么一个装载着危险爆炸品的庞然大物居然
在行驶到高速隧道中央时起火了！交警紧急封
锁隧道周边，消防战士们明知有爆炸危险但是
没有一个后退，经过惊险地处置之后，终于将这
起事故安全解决。

“我们是早上7时12分接到的报警，报警的
是大货车司机，他说车开到丹东市宽甸满族自
治县鹤大高速肖家堡隧道内时，货车突然着火
了，车上还连着一个燃气动力罐！”7 月 5 日，丹
东市消防救援支队宽甸左子元街消防救援站参
与此次救火的消防员表示，接到报警后，他们迅
速出动了 2 台泡沫消防车、1 台水罐消防车和 1
台抢险救援车赶赴现场救援，宽甸县消防救援
大队也一起出动。

在赶去现场的途中，消防指战员通过电话
从货车司机处了解到：应该是货车离合器和刹
车片位置先起的火，然后蔓延至车头两侧的轮
胎。最危险的是车上连着一个能装 500公斤的
液化天然气储罐为车辆提供动力，现在罐体内
部实际上应该还有重达 100公斤左右的液化天
然气，此时火势已经威胁到罐体，随时有爆炸危
险。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爆炸或者次生事
故，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参与救火的消防员表
示，到达现场后，他们发现着火车辆停在长度约

700 米的隧道正中间，大量浓烟聚集在隧道内
部。指挥员立即组织实施隧道内部灭火，同时
分出一组消防员配合交警对事发路段进行了双
向封锁，实施现场警戒，防止有车辆靠近这个危
险源。

消防员一边用排烟机对隧道进行排烟，一
边从西侧隧道口进入，在上风方向停放供水车，
并且在进入隧道 100米后，停放泡沫车，消防员
从泡沫车中拿出两条水枪，向着火点发起“进
攻”。

“说实话，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危险，一方面

大货车上有大量的液化气已经够危险了，还偏
偏停留在隧道的中间，空气流通不行，可视环境
也不好，可是明知道随时有爆炸的危险，但是我
们消防员没有一个后退的，都在往前冲。”在现
场的消防员表示，到了8时40分，明火基本被扑
灭，但车辆周围仍有强烈异味和大量烟尘。此
时丹东市消防救援支队申德昌支队长带领全勤
指挥部和临江后街特勤站到场增援，利用可燃
气体检测仪对现场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让救援
人员稍稍放心——隧道内部可燃气体处于安全
指数范围内，但这也不能放松警惕，消防员继续
进行罐体冷却工作。

其后丹东市燃气总公司工作人员到达现
场，由燃气公司专业人员进行导罐操作，将罐体
内部残留液化天然气全部导出，此时宽甸消防
救援大队负责在现场进行稀释空气中的可燃气
体和防护工作，最终经过这番紧急救援，一起危
险的事故终于得到了妥善地处理。

消防员表示，平时车辆在行驶中一定要保
持安全距离，在隧道、大桥等特殊路段要控制好
车速，车上要配备灭火器，一旦发生火灾后不要
惊慌，像这次这样带有燃气动力罐的车辆，必须
要关闭燃气阀门，防止泄漏天然气遇到明火引
发爆炸。此时被困人员要及时撤离事故车辆，
朝火势和烟雾相反的方向跑，最好用手巾或衣
物，捂住口鼻，切记低腰前行。隧道大多有安全
出口，安全出口的位置一般都在隧道出入口处
标明，隧道内也有标志。所以隧道内遇到火灾，
迅速逃生很关键。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带罐大货隧道内起火 消防冲上前
一个装载着危险

爆炸品的大货车在行
驶到高速隧道中央时
起火。

车 上 还 连 着 装
有 100 公斤左右液
化 天 然 气 的 储 罐。
消防战士们明知有
爆炸危险还是勇敢
地冲上去……

消防战士正在对起火的大货车进行灭火。 丹东消防供图

本报讯 今日，第十三届工信部蓝
桥杯大赛青少组启动会议暨第十二届
国赛颁奖典礼将在东北大学举办，大赛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
每年参赛超过五千人，是全国性规模最
大的专业赛事，也是认可度最高的IT类
科技竞赛。会议还将对由省人工智能
学会与辽宁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
小学生人工智能创新作品案例征集展
评活动”进行提前解读。

青少IT高手今日东大论剑

“孩子，你终于回来了，要不是警察叔叔阿
姨帮忙寻找，我真的要急死了！”近日，看到朝阳
县公安局柳城派出所民警领着自己的孩子回
来，焦急等待孩子的母亲解某某激动地抱着儿
子连声说道。

6 月 27 日 9 时 50 分许，朝阳县公安局柳城
派出所副所长张琳同社区民警苏晓、陈跃跃、马
天磊，一起到辖区柳城街道执行日常检查任务，
看到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向他们跑过来。女子
喘着粗气，边哭边比划着说，自己的孩子刚刚丢
了。

张琳连忙耐心安抚女子的情绪，让其先冷
静下来，将事情来龙去脉介绍清楚。“我儿子今
年12岁，在家因为些琐事，被我批评了几句，没

想到这孩子竟然赌气离家出走了。”女子抽泣着
说，孩子已经跑出去一个多小时，自己已将家附
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他万
一在外面遇到什么危险，可咋办啊”。

“别急，我们马上帮你找。”张琳安慰心急如
焚的孩子母亲。四名民警立即行动起来，将男
孩照片第一时间发到派出所工作群，让值班人
员调取监控录像帮助寻找。与此同时，民警兵
分两路，一组到男孩家所在居民小区继续寻找，
另一组联系小区物业调取小区内的监控录像，
寻找男孩去向。

男孩家所在的新柳城 E 区，小区面积比较
大，有 20 多栋楼。民警通过走访附近群众，未
能找到有价值线索。由于天气炎热，孩子现在

在哪里、是否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无不牵动着民
警们的心。民警不断扩大搜寻，更加细致地排
查着每一个细节，搜索着孩子可能去的每一个
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 30 分钟后，一名
与孩子体貌特征十分相似的男孩进入了张琳
的视线。“当时正在小区里四处寻找，忽然看到
一个小孩儿边跑边哭，和解某某描述的孩子特
征非常像，我立即追过去，小孩儿跑得挺快，我
边追边喊他的名字，听到我的喊声，小孩才停下
脚步。”

经询问，果然对方就是出走的男孩。张琳
立即拉住孩子，并迅速与解某某取得联系。得
知儿子已被民警找到，电话那端，解某某激动得
泣不成声。 辽沈晚报特派朝阳记者 张辉

12岁娃赌气离家出走 民警30分钟找回



记者 5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旅游景区 13332个，比上年
末增加 930个。其中，5A级旅游景区 302个，增
加22个。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0年文化和旅
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
年国内旅游人数28.7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
52.1%。国内旅游收入 2.23 万亿元，同比下降
61.1%。

市场方面，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市
场经营单位 20.89 万家，从业人员 160.91 万人，
营业收入 9967.49 亿元，营业利润 1699.70 亿
元。其中，娱乐场所 6.54 万个，从业人员 53.23
万人，营业收入 419.25 亿元，营业利润 5.33 亿
元。演出市场单位2.23万个，从业人员49.52万
人，营业收入 2157.50 亿元，营业利润 351.15 亿
元。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0.97 万家，从业人
员31.49万人，营业收入7137.22亿元，营业利润
1331.13亿元。

非遗保护方面，2020 年末，全国共有国务
院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372项，共有文
化和旅游部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068 名。全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册）42项，位居世
界第一。

据公报显示，公共文化方面，截至 2020 年
末，全国有公共图书馆 3212 个，比上年末增加
16个；图书总藏量 11.79亿册，增长 6.1%。全国
共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5384 个，
2578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394个
文化馆组建理事会。

此外，截至 2020 年末，全国有文物机构
11314 个，比上年末增加 752 个；全年接待观众
人次61631.70万，比上年下降53.2%。2020年全
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1088.26亿元，比上年增加
23.51 亿元，增长 2.1%；全国人均文化和旅游事
业费 77.08 元，比上年增加 1.01 元，增长 1.3%。

据新华社

截至2020年末
我国共有A级景区13332个

最高检组织开展
羁押必要性
审查专项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 5 日发布消
息，自今年 7月 1日起，最高检在全
国检察机关组织开展羁押必要性
审查专项活动，为期6个月。

据介绍，专项活动主要针对实
践中存在的轻罪案件羁押率过高、
构罪即捕、一押到底和涉民营企业
案件因不必要的羁押影响生产经
营等突出问题，以及羁押背后所反
映的以押代侦、以押代罚、社会危
险性标准虚置、羁押必要性审查形
式化等问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