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年前的今天，因日军的
持续轰炸，十八梯、石灰市、演
武厅3处防空大隧道内先后涌
入近1万人，最终酿成严重的
踩踏窒息事件——“6·5”大隧
道惨案。为悼念“大轰炸”遇难
同胞，自1998年以来，我市每年
6月5日都会鸣响防空警报。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建设
强大巩固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
市委、市政府和重庆警备区高度
重视人民防空事业发展，一直将
人防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不断加
大城市防空袭能力建设。

和平年代，人防工程发挥着
怎样的作用？听到防空警报我
们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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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10∶30，全市将响起防空警报
四类防空警报声你都听懂了吗？

地下商场、建川博物馆、洞子火锅
我们身边的人防工程

当你置身地下商场购物时，当你驾驶汽
车行驶在解放碑地下环道时，当你搭乘轨道
交通上下班时，你是否意识到这里就是人防
工程呢？

如果你印象中的人防工程还只是阴
冷潮湿的防空洞，那你就out了。我们身
边的人防工程有建川博物馆、洞子火锅等
等。

现代人防工程建设讲究平战结合，常见
的地下停车场、地下商场、医院、仓库、酒窖、
加油站等，很多都是利用了人防工程。和平
时期，它们为大家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战
争来临，经过平战转换，它们就可以发挥战
备作用，具有指挥通信、医疗救护、人员掩
蔽、物资储备等功能，可谓是山城人民的“地
下长城”。

如今，昔日的防空洞逐渐升级为大规模
的地下防护工程、酒窖、纳凉点。简陋的地
下疏散干道被发达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所
取代，一支支人防专业队伍平时在各自岗位
上工作，战时为群众筑起防护的盾牌；而一
处处疏散基地，为城市群众应对空袭提供安
全空间。

对人防而言，就是构建防空指挥体制，
建设人民防空指挥场所等，平时职能还有提
升城市综合防护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将警
报、指控、通信、监视、显控等分系统进行集
成，建成有线、卫星、光纤、短波、超短波人防
信息传输网络。

“走、藏、消、装、疗”
人民防空五大手段，你需要了解

在信息化战争年代，空袭已经发展成为
多空间、多平台、多弹种的综合打击体系，因
此现代防空大都实施联合防空的作战体制，
即要地防空、野战防空和人民防空。其中人

民防空是防范和减轻空袭危害而采取的防
护措施。

人民防空主要通过“走、藏、消、装、疗”
五大手段来减轻战争带来的危害和损伤。

“走”，即疏散，将战时不宜留城的居民
和对支援战争有重要作用的厂矿企业疏散
搬迁到相对安全的地区。

“藏”，即掩藏，将战斗人员和重要战备
物资转入地下，利用人防工程进行掩蔽。

“消”，即消除空袭后果，组织人民防空
专业队伍和志愿者迅速进行抢险抢修和自
救互救行动，消除敌空袭后果，尽快恢复城
市功能。

“装”，即伪装，运用各种制式或就便器
材对防护目标实施伪装。

“疗”，即对空袭中产生心理障碍的民众
进行治疗。

由此可见，人民防空在战时发挥着无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现代国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的
社会公益事业。

未来战争将是在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
化战争，配合陆、海、空、天、电磁“五维一体”
的空袭模式，以及高精度、高强度、高效能、
多手段的“三高一多”打击手段，这不仅对人
民防空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要求人
民群众自身要具备相应的防空自救知识。

听到防空警报怎么办
这些防护指南请收下

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
除警报。

战时，如果你听到预先警报该怎么办
呢？

千万别慌乱，马上行动起来，开始进行
紧急疏散、掩蔽，关掉水、电、气，背上应急包
快速进入人防工程。

那应急包里放哪些必需品？

证件、简单饮食、医疗用品、衣物、求生
工具、照明设备等。进入人防工程后，一切
要听从人防工作人员指挥，在指定位置坐卧
休息，保持体力减少工程类氧气消耗，严禁
使用明火，不吸烟少饮水。

这时，如果你听到空袭警报，就说明轰
炸可能已经开始了。

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了，怎么办？
快速选择安全位置就近隐蔽。在室外

要注意避开高大建筑、广告牌、高压线、易燃
易爆物品，还有避开火源、水源，如水库大坝
等地。需隐蔽在矮墙、花坛、土包或有台阶
的地方。如果在室内，要注意避开玻璃窗、
高书架、衣柜、吊挂物、贴近墙角蹲好或躲到
床桌下隐蔽。

一声长达3分钟的警报响起就是解除
警报，宣告空袭结束。听到它，你就可以走
出人防工程了。但是别急，还要小心周围的
次生灾害。 潘锋 杨兴富

图片由市人民防空办提供

【人防小贴士】

▲沙坪坝区组织小学生参观防空警报系统

▲人防指挥通信训练架设天线

▲一位母亲正在给孩子讲解人防知识展板内容

将“三会一课”融入育人全过程

“三会一课”
在党支部落地生根

“中埃人才培训基地急需技术支
持，有没有人自告奋勇？”2019年，重庆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全校广撒英雄
帖，但由于任务时间长、条件差、难度
高，迟迟没有人“揭榜”。

这时，学校汽车运用教研室党支
部组织委员、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张晋源挺身而出：“党和学校对教
师的培养是长期的，我们不能只局限
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我是党员，必
须起到带头作用，把个人发展与学校
发展结合起来，登高望远才能共赢。
我是党员，我去！”

张晋源主动请缨远赴埃塞俄比亚
的故事，正是汽车运用教研室党支部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鲜活案例之一。

2018年以来，党支部坚持“重实
干、讲奉献”的基本思想，引领党员干
部在学院专业建设、科研服务等工作
中克己奉公、创优争先，接连斩获全国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重庆市教育系统

“先进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聚焦教育系统，各地各校党建工

作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学校汽车运用
教研室党支部凭什么脱颖而出，取得
如此亮眼的成效？党支部负责人一言
以蔽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这一最
重要、最基础的组织生活制度，就能凝
心聚力，欣欣向荣。”

强化基层党建
推动学用新思想落到实处

“三会一课”是指按照党章和党内
有关规定，定期召开支部大会、支部委
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使各
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
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基层党建究
竟要做什么？“三会一课”如何强筋壮
骨，怎样创新？学校汽车运用教研室
党支部的破题思路只有一个字：实。

首先从态度上端正，认识到“三会
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是
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
途径；其次，明确真正的创新绝不是流
于形式，而是回归问题本质，推动学用

新思想走向深入、落到实处。
党支部负责人表示，“‘三会一课’

的意义是深学实做党的思想、党的理
论，不是‘一张嘴巴，一杯茶，一份文件
念半天’的形式主义，更不是大搞旅游
打卡、花式团建等娱乐化甚至庸俗化
的活动，造成喧宾夺主、鸠占鹊巢的尴
尬局面。”

基于此，学校汽车运用教研室党
支部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严格组织
程序，严肃组织纪律”的初心，以集中
学和自学为主要手段，全面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有条不紊推进党建基础工作。

“除了完成日常的党建任务，支部
也设置了很多相关的考核去规范党员
干部、教师的纪律和态度问题。例如，
只要无故缺勤‘三会一课’者，无论平
时的表现多么出色，都将被一票否决
该年度的所有评优评奖。”张晋源说。

创新党建融合
引领全方位育人走向深入

在校园内筑起红色风景线，党建

的最终目的是指向育人。汽车运用教
研室党支部结合高职院校的工作特
点，创造性地将课程思政改革、党建科
研、三全育人与“三会一课”进行深度
融合。

课程思政融入“三会一课”。通
过优化课程设置、完善教学设计等手
段，党支部引导教师将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既丰富了
组织生活内容，又提升了党员教师课
程思政设计能力，增强了纯工科党员
教师的授课自信心。仅仅是 2019
年，党支部就完成了5门专业课的课
程思政改革，“全课程育人”的格局日
趋成熟。

党建科研融入“三会一课”。在全
国样板党支部建设平台基础上，成立
了以支部书记为核心，支部委员和骨
干党员为成员的“支部书记工作室”，
围绕党建工作开展研究。一年来，党
支部结题校级党建重点课题1项，立项
重庆市党建专项课题1项，立项校级党
建专项课题2项，发表党建论文3篇，
有效增强了教师支部党建科研能力，
全面提升了教师政治站位。

“三全育人”融入“三会一课”。通
过研讨、头脑风暴等方法，在“三会一
课”中积极讨论“三全育人”的实现方
式和实现途径，将“全员育人、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党
员教师的思想深处，让党建引领的氛
围浸润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细节。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两年来，学校汽车运用教研室党
支部通过压实“三会一课”基石，全员
争先捷报频传——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专业群入选职业教育“双高计划”骨
干专业群建设，汽车运用与维修教学
团队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力
量，展示了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
强大底蕴与积极面貌。

接下来，学校汽车运用教研室党
支部将继续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夯实
党建宣传基础，抓实思想政治教育，将
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与日常工作进行有
机结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
代感和针对性，持续推进高水平高职
学校建设。

兰文奎

“ 守 好 一 段
渠，种好责任田。”
教师的人格是教
育的基石，也是引
领学生前行的火
炬。近年来，重庆
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运用教研室
党支部作为全国
党建工作样板支
部，以“三会一课”
为基本制度，以
“两学一做”为基
本内容，真抓实
干，开拓创新，铸
造了一支“凝聚力
强、作风扎实、勇
于创新、乐于奉
献”的高素质教师
队伍，充分展示了
党支部基层战斗
堡垒作用。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学院汽车运用教研室党支部大力推动基层党建创新

□本报记者 陈国栋
通讯员 王诚洁

“呜——”
2020年6月5日上午10点30

分开始，急促的防空警报将响彻重
庆。时值“6·5”大轰炸79周年纪
念日，为勿忘国耻、警示后人，市人
民防空办将组织进行防空警报试
鸣放。

这是我市连续第22年在6月
5日这天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

警报是如何操作的？警报声
几乎覆盖重庆全城，是怎么办到
的？6月4日，市人民防空办有关
人士为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防空
警报背后的故事。

一个按钮就可控制全城
警报器

一部电话、一台短波电台、两
台电脑和两台黑色的人防警报系
统中央控制器。6月4日，当市人
民防空办控制室的大门打开，呈现
在记者眼前的，并非之前所设想的
各种“黑科技”。

“现在都智能化了，一个按钮
就可控制重庆城的所有警报器。”
重庆人防指挥中心无线警报科干
部贺智俊说，当他接到指令按下控
制键，就会将指令传递到中转站，
各警报器装置接到中转站的信号，
然后根据指令鸣放。

在市人民防空办大楼的天
台，一台灰色的大型设备出现在
眼前，这就是最终发出警报声的
设备——高音喇叭。这台设备呈
四边形，每边四个高音喇叭，让警
报声传向四方。

“每个点位的警报声覆盖范围
在一公里左右。”贺智俊介绍，随着
移动车载警报系统、拖挂式升降式
警报系统投用，可以灵活前往任一
地区进行警报鸣放。

据了解，目前全市有1000多台警报器，足以覆盖所有
人口密度大的地区。贺智俊说，如今，重庆各区县防空警
报网络通过差转台设置，实现了完全联网、集中控制、实时
响应。

万一出现断电等情况，怎么办？贺智俊说，在重要点
位的警报器安装了蓄电池，一旦出现电路故障等紧急情
况，仍然可以接收信号持续鸣放。

山城防空警报历经三代演变

“山城防空警报历经了三代演变。”市人民防空办有关
负责人说，第1代（抗战至解放前），防空警报器经历了铁
炮、汽笛、手摇警报器和警报球（灯）。第2代（解放后至上
世纪90年代），防空警报器经历了手动警报器、电动警报
器。第3代（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防空警报器经历了
电声警报器，实现远程统一控制，辅助建设机动警报器、多
媒体警报器等。

如今，重庆人防构建了以光纤通信为主体、卫星通
信为骨干、无线电台通信为支撑的信息传输系统，接入
党政、公安、消防等多家单位信息或视频系统，将空情、
灾情等报知网络延伸到全市所有区县。构建了以传统
警报器为主，拓展到电视、电台、楼宇广播等多载体的预
警报知体系，全市城区警报音响覆盖率达93%，主城区
达97%。

6月5日响警报已持续22年

据了解，从1999年3月1日《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
施行起，每年的6月5日，重庆都会在这一天进行警报试
鸣放，已经持续了22个年头，意在警醒重庆市民勿忘国
耻、警钟长鸣。

贺智俊表示，新时代的人防警报，既为战争预警，又为
灾害拉响。肩负着“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新
使命，唯有熟练掌握手中的装备，经常拉响心中的警报，才
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现在重庆每年还在增加警报设备。新建小区超过
10万平方米的，楼顶也要预留警报器位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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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将响起
这四类防空警报信号

根据《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
定，每年6月5日上午10时30分至10时
42分，我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
试鸣放。

今日上午10时30分，重庆上空将响
起4类防空警报声。

预先警报：告诉人们敌空袭兵器即
将来袭。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
个周期（时长3分钟）。

空袭警报：告诉人们空袭已经开
始。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为 1 个周
期（时长3分钟）。

解除警报：告诉人们空袭已经结
束。连续鸣3分钟。

灾情警报：鸣3秒，停3秒，反复30遍
为1个周期（时长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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