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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嫄 周祥 芮俊韬
李潇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夏日炎炎，常州市
消防救援支队的“蓝朋友”们创
新探索了一些特色宣传教育服
务方式：在溧阳，“消防蓝”与红
色教育相融合，频繁亮相网红
旅游打卡点；在常州经开区，成
为“乡村治理合伙人”，深入一
线基层探索乡村消防自治；在
老城区，走进酒吧，开启“喊麦”
模式进行安全培训⋯⋯

溧阳
一路遇见“蓝朋友”

说起溧阳的网红“一号公
路”，常州市民立刻就会想到沿
线的特色乡村旅游，还有数不
清的网红打卡点。这几天，当你
走进竹箦水西村“一号公路”旁
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时，会发现这儿还是红色旅游
与消防“蓝朋友”深度合作的典
型阵地。

近年来，常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坚持把消防宣教工作与地
方特色相融合，把消防宣教基
地建设与红色党史教育、文旅
观光等相融合，创新探索建设
了一批具有消防特色的宣教前
沿阵地。比如溧阳消防就推出
了红色摇篮里的消防思想教育
基地、文博单位的消防安全管
理示范宣传点和彩虹路上的消
防宣传驿站等。

据悉，溧阳消防早在 2014
年就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
馆签署了合作协议，挂牌建立
消防政治思想教育基地。多年
来，溧阳消防与纪念馆坚持开
展联创联建活动，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
系列、微党课、水西记忆·红色
讲述、“续水西精神、做忠诚卫
士”主题党日等教育活动，丰富
了党建活动方式和内容，提升
了队伍思想政治水平，为打造
更好的消防服务和综合应急救
援队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行业系统消防安全标
准化示范创建工作中，溧阳消
防与溧阳市文旅局联合指导，
通过健全日常消防管理基础台

账、消防设施改造和维护保养、
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1234+
N”管理制度落实等多方面的
不断完善，将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纪念馆率先打造成为文博行
业消防标准化管理示范点，并
组织召开现场会向文博单位进
行经验推广，推进文博单位消
防管理整体水平的提升，切实
提高文博单位防范和抵御火灾
的能力，为保护历史文化瑰宝
创建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此外，溧阳消防依托地方
网红“一号公路”和乡村旅游特
色，打造了一路遇见“蓝朋友”、
消防少年行等消防宣传融合品
牌。其中，借助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纪念馆红色旅游和学生游学
等优势资源，将消防安全授课
和消防宣传培训纳入其中，使
学生在游学中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同时，
坚持开展消防宣传“走出去”活
动，组织参训群众、学校师生等
在青山绿水和历史文化间学习
消防、了解消防，创新消防发展
历史知识小课堂，与地方革命
历史、文化底蕴等有机结合，探
索消防宣传新思路，增强宣传
趣味性和群众接受度。下一步，
常州溧阳消防将继续探索消防
宣教基地融合建设的新思路、
新方式，以前沿思维、时代思
维、创新思维打造更多的精品
宣传阵地。

常州经开区
消防夜市好精彩

5 日晚，常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在常州经开区五一村初心
广场举行消防夜市，开展消防
宣传进社区活动。这是今年常
州经开区消防与该村签约成为
其“乡村治理合伙人”、携手“数
字五一”推动消防自治和智治
后的新一轮线下消防安全宣教
活动。

当天活动中，“蓝朋友”们
带领孩子们参观了消防车，体
验了消防器材装备。常州消防
逆行者乐队带来的歌曲演唱

“嗨爆”全场，展现了消防员们
的火热青春。“蓝朋友”们还与
现场市民、小朋友进行互动答
题，气氛热烈。大家凭借学习到

的消防知识还可赢得常州经开
消防联名公仔“小戚哥”，别样
的宣传形式产生了良好的效
果。

“从本月起，村民可以通过
随手拍的形式，将安全隐患通
过‘数字五一’平台上报给消防
部门。而我们作为‘消防乡村治
理合伙人’，接报后，可以远程
迅速鉴别问题的轻重等级，根
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常州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教导
员许德志表示，常州经开消防
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贯彻新
发展理念，深入推进“消防乡村
治理合伙人”项目建设，努力把
合伙人项目打造成高效率、常
态化社会治理公众服务平台。

据悉，活动现场同时在省、
市、区、镇、村五级新媒体平台
联动直播，超 5 万人在线实时
互动。市民朋友们纷纷表示，如
此丰富多彩的消防宣传活动今
后可以多多举办。常州经开消
防将持续推行“消防乡村治理
合伙人”式消防宣传活动，提高
辖区市民朋友的消防安全意
识。

市区
酒吧“喊麦”新模式

为进一步加强新业态场所
消防安全监管工作，提升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有效预防
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常州市

消防救援支队走进辖区一酒吧
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

监督员倪少波首先讲解了
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几起公共娱
乐场所火灾案例，并就案例中
火灾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他根据酒吧的实际情况，用浅
显易懂的语言，分别从消防法
律法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应
急疏散演练、消防设施的使用
方法、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
应急疏散和自救逃生的知识技
能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强调在
消防安全管理中要从物和人两
方面注意“防”和“疏”的结合，
并提醒酒吧从业人员要时刻紧
绷消防这根弦，提高安全意识，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培训结束后，为了加深记
忆 ，监 督 员 现 场 化 身 最 帅

“MC”，现场大秀“喊麦”才艺：
“疏散通道不能锁，否则火灾酿
恶果”“企业规模争上游，消防
安全要带头”。虽然“喊麦”宣传
的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
现场气氛高涨，得到众多现场
人员的热情回应。

此次入脑、入心的新颖消
防宣传，打破常规宣传形式及
手段，让消防宣传更接地气，群
众接受安全教育效果更为明
显。“下一步，我们还将结合一
些节点，继续深入酒吧等场所，
持续开展类似‘喊麦’形式的消
防安全宣传活动，让消防安全
意识深入人心。”倪少波说。

走进网红旅游打卡点、做乡村治理合伙人、在辖区酒吧“喊麦”⋯⋯

这个夏天，不一样的常州消防宣教守护平安

■何嫄 赵怀龙 冯耀东

本报讯 在车库里违规使用燃
气，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为
此，钟楼区对在通风不良、不具备
安全条件的车库里使用瓶装液化
气的用户进行摸排统计，展开整
治。截至目前，钟楼区共整治车库
违规使用天然气 1180 处，其中私
拉乱接管道燃气 188 处，违规使用
瓶装液化气 992 处，已顺利完成对
辖区车库燃气安全隐患的整治。

今年 5 月起，钟楼区新闸街道
对各个小区展开排查，发现辖区内
有 7 个小区存在车库违规使用燃
气的情况。在新闸花苑小区，不少
居民将自家的车库改造成出租房，
租给在附近企业上班的工人。车
库内不仅装上了防盗门和防盗窗，
还有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及做饭
的灶台，是此次车库燃气安全隐患
整治的重点区域之一。

在新闸花苑 61 幢的一楼车库
里，来自泰州的查燕飞已经与丈夫
租住在此 4 年多了。“我们都在附
近上班，租住车库每月租金七八百
元，而如果是楼上的一间房，一个
月要 1100 多元。”在这处车库里，
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瓶装液化气烧
饭，经过整治，如今改用了电磁炉。

“安全方面现在肯定是要放心
一点，至少这个隐患解决了。以前
看到燃气引发爆炸事故的报道，我
们心里也有点害怕的。”查燕飞说。

而在 57 幢附近的自行车车
库，整改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燃气
管道被封闭的痕迹。据介绍，这户
人家在楼上有房屋，当时是因为老
人腿脚不方便，就索性住在了楼下
的自行车车库里。现在经过劝告，
认识到安全更重要，于是不再在车
库做饭。

钟楼区新闸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殷俊说：“进行车库燃气安全整
治，有的居民原来抱怨生活上带来
一些不便，但在我们的宣传下，他
们认识到车库违规使用燃气的危
害性，转而主动配合街道把车库燃
气整治工作推进下去。”

钟楼区消防大队副大队长徐
敏表示：“我们配合街道上门进行
劝解，播放一些案例视频，让居民
有直观的了解，能从思想上重视起
来。”据悉，两个多月里，消防部门
全力配合街道开展“户户访”走访
宣传，累计发放燃气安全宣传页
15000 余份。徐敏说，消防的“铁
脚板”，是为了更好地说服市民、更
好地保障居民的消防安全，累一点
没关系。

常州消防“除患治违”进行时

“铁脚板”助力
新闸整改车库
违规使用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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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查询到 380 起警情记录，其中火灾扑救 212 起、抢险救援 45 起、社会救助 120 起、其他 3 起，共出动

队伍383队次、车辆679辆次、人员329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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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村消防宣传现场

酒吧里的消防“喊麦”

溧阳消防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开展宣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