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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嫄 周祥 赵怀龙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消防大
检查大培训活动，让广大市民和
游客学习掌握消防知识和逃生
技能，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围绕
2022 常州文化旅游节暨“龙城
夜未央”夜生活节主题，15 日晚
在我市青果巷举办“蓝朋友守护
夜”消防专场夜市活动。

晚 8 点整，常州消防逆行者
乐队以歌曲演唱拉开了当天活
动的序幕。现场市民们迅速聚拢
过来，里三层外三层环绕着认真
聆听“烈火英雄”的心声，一曲

《孤勇者》更是将气氛燃爆。“请
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火警电话
是什么吗？”“有没有小朋友能说
出‘三清三关’的内容⋯⋯”随
后，“蓝姐姐”用互动答题的形式
向在场的小市民们进行了别样
的消防知识宣传。凭借学习到的
消防知识赢得消防小礼品，也让
孩子们格外高兴。

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孩子们
还参观了消防车和消防装备，并
了解了“为什么每辆消防车里面
装的东西不一样”“为什么会有

蓝色衣服和橙色衣服”等平时接
触不到的消防“秘密”。此外，消
防员们还为市民朋友准备了套
圈、投壶、“蓝”友力比拼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

“我们以前会崇拜逆行的消
防员们，但对这个职业的确所知
甚少，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近
距离地了解‘蓝朋友’们，也让我
们更多了解了生活中的消防安
全知识，希望这样的‘消防夜市’
能够多一些！”市民孔先生说。

自今年7月初常州消防推出
“消防夜市”以来，在青果巷推出
的消防专场夜市已是第 3 站。当
天，现场还进行了抖音直播，全
国5.4万人在线上一边感受常州
消防颇具创新的消防安全宣传，
一边同步“云游”青果巷。据悉，
常州消防救援支队表示，像这样
的常州消防夜市还将陆续推出
多期，将充分凭借其有创新、有
活力、接地气、接受众的形式有
效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第3站:青果巷，常州消防宣传再进“夜市”

■周祥 何嫄

本报讯 为推进社会面消
防宣传工作，提升广大群众自
防自救能力，常州首个恐龙主
题实景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恐龙人防灾避险体验馆于 15
日正式开馆。

恐龙人防灾避险体验馆以
生命健康和应急安全教育为主
题，包含了地震灾害、气象灾害、
交通安全、日常安全、消防安全
和紧急救护6大主题板块，可以
给有着无限求知欲和探索欲的
孩子们提供“知识科普+科技体
验”。每个场景的设置，都让孩
子们收获满满，让大家知危险、

会避险，并学习做到自救互救、
防灾减灾。

近年来，常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高度重视消防科普教育基
地建设工作，不断加大建设力
度，已建成天宁吾悦消防科普
教育基地，天宁凤凰新城安全
城市消防主题公园、新北三江
口消防主题公园等多个省、市
级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场馆。现
有 省 级 消 防 科 普 教 育 基 地 1
个、市级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7
个、微型消防体验点 35 个。常
州消防还将进一步完善消防科
普场馆的内容设置和开放形
式，精心打造一批“有特色、有
亮点”的消防科普教育阵地，推
动消防工作社会化进程。

常州又一个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恐龙人防灾避险体验馆正式开馆

■周祥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 7 月 11 日，常州市
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称：钟楼区一电镀公司里，工人
手被卡了。消防救援人员立即
出动赶赴现场处置。

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了
解到，出事的是厂里的一名女
员工，她的左手手掌被一架移
动的行车（指流水线的特定机
械部分）卡住了。这名女员工
60 多岁，已经疼得撑不住了，
她的工友从背后抱住她才勉强
帮其站住。

消防救援人员先尝试用剪

扩器和液压顶杆进行扩张，但
由 于 行 车 重 量 过 大 ，没 起 作
用。随后几名队员使用撬棍先
把行车顶起来，再用液压顶杆
支撑，最后用打磨机切割轴承
外部螺丝。经过大约 15 分钟
的紧张处置，最终消防救援人
员成功将女员工被卡的手取
出，随后其被抱至担架上，并被
120送往医院救治。

负责人告诉消防救援人
员：行车是由电脑操控的，当时
女员工正在干活，手正好放在行
车轨道上，行车移动过来她没注
意，就一下子被卡住了。事后了
解到，女员工的手指骨折，正在
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六旬女工手卡行车
常州消防紧急处置

■赵怀龙 何嫄

本报讯 12 日，常州市消
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新北区一小区南门东边有人脚
被卡。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出动
前往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
一名大约 50 岁的环卫工人，右

脚被一辆垃圾车压住了，身体只
能保持一个姿势侧着，不能动
弹。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千斤顶钻
到车底后，将车身顶开，随后环
卫工人的脚被顺利取出。

据这位环卫工人的工友说，
当时垃圾车正在倒车，环卫工和
垃圾车司机彼此没有注意，车轮
就一下就压到了环卫工的脚背
上，只能赶紧报警求助了。

工作中彼此未注意

环卫工脚被垃圾车压
■赵怀龙 何嫄

本报讯 无独有偶，数天前
我市溧阳天目湖服务区同样发
生了一起两车生猪集体中暑的
警情。12 日上午，江苏省常州
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称，该服务区有辆货车载满生
猪，因天气炎热集体中暑，请求
消防帮助。接到报警后，消防
救援人员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处
置。

到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

发现，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正停
在天目湖服务区。据了解，当天
天气炎热，最高温度达到 41 摄
氏度，且路面温度高，加上运输
时间较长，这辆车上的生猪已经
热得出现了中暑症状：有的耷拉
下了头，呼吸急促；有的瘫倒在
车上，微闭双眼⋯⋯为减免群猪
中暑而致死造成损失，消防员立
即进行警戒并铺设水带连接消
防车，架设水枪给猪群降温。随
着水枪中的水流急涌而出，猪群
也争先恐后地挣扎着爬了起来，
迎着水流冲淋降温。经过近 20

分钟的持续降温处理，猪群恢复
了活力。正当消防员收拾器材
时，又一辆货车拉着生猪进来服
务区，寻求消防员帮忙，现场消
防员跟指挥中心报备后，利用服
务区消火栓向车供水，给第二辆
货车上的猪群洒水降温。

据两辆货车司机介绍，这些
生猪都是从内蒙运往浙江的，两
辆车上的猪加起来近 150 头，如
果没有常州消防救援人员的及
时帮忙，这些生猪可能都会因中
暑而亡，将会造成较大的财产损
失。

无独有偶——

两车生猪集体中暑，消防员洒水消暑

本周共查询到 332 起警情记录，其中火灾扑救 130 起，抢险救援 50 起，社会救助 149 起，其他 3 起，共出动
队伍338队次，共出动车辆603辆次，出动人员2960人次。

（消防专版稿件）一周警情

■赵怀龙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消防水枪不仅能灭
火，还能来续命。记者从常州市
消防救援支队获悉，15 日下午 1
点，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称：武进区滆湖高速服务
区有一车猪因高温中暑，急需浇
水。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
迅速出动前往处置。

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从司
机处得知：当天他拉了一车活猪
从安徽运往苏州，因中途天气炎

热，司机担心猪高温中暑，到常
州 境 内 的 高 速 服 务 区 就 拨 打
119 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观察
发现，由于高温炙烤，这些猪身
上都被晒得发红，淌着口水，处
于严重脱水状态。消防救援人
员迅速出一支水枪帮助一车猪
降温。约 15 分钟后，车上的猪
中暑现象才有所缓解。每当消
防水枪经过，车厢栅栏里的一头
头猪都张着嘴不停地追着水柱
想要喝水。

消防提醒：近期持续高温天
气，户外作业或游玩时应尽量减
少在高温时段出行，以避免发生
中暑、脱水等意外。而在生产生
活中，如需运送家禽等活物，一
定要做好防暑工作，以免运输途
中家禽等中暑死亡，造成经济损
失。

一车猪因高温中暑，消防水枪为它们续命

消防员在进行消防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