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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文晔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常州消防暑假期
间持续开展消防夏令营活动，

目前已举办 3 期，共有来自全
市的 100 余名小学生走进营
区，近距离地感受消防、接触消
防、了解消防、学习消防知识，
真真切切地过了把“消防瘾”。

百余名小学生走进消防夏令营

■邵文晔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日，新北消防积
极开展“百名宣讲员进万家”活
动。截至目前，已深入企事业
单位、居民住宅小区、农村、学

校等处开展夏季消防宣传活动
63 次，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1.4
万份，并在全区 620 余家消防
重点单位及 233 个居民住宅小
区等重点场所张贴“消防安全
码”，引导群众扫码学习消防安
全常识。

新北消防“百名宣讲员进万家”

■何嫄 赵怀龙 邵文晔

本报讯 想顺着阶梯从双
层床上面一层爬到下一层，却
不料脚下一滑⋯⋯18 日，天宁
区某住户家中有一小孩头被
卡，向常州消防报警求助。

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了
解到，这名小男孩 8 岁左右，下
床时脚一滑，头不慎卡在双层
床的木质楼梯中，被困已有 10
多分钟。救援人员先尝试让男
孩转动身体，然后又使用螺丝
刀对双层床进行了拆解，最后
再将卡住孩子脖子的一层梯
档 拆 卸 ，才 让 小 男 孩 成 功 脱
困。

今年以来，我市小孩被卡、
被困事件层出不穷：6 月 18 日，
溧阳市一民房内一名小孩头卡

在按摩床孔洞中，消防救援人
员利用扩张器把洞口扩大，男
孩才成功脱困；6 月 12 日，常州
经开区一居民家中，一名 7 岁
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头卡在
了防盗窗当中，消防救援人员
割开防盗窗才将其成功解救；5
月 2 日，武进区一小区路边一
名男孩的手指不小心被共享单
车链条卡住了，消防救援人员
用大力钳等工具紧张施救，5分
钟后，链条被成功剪断⋯⋯

消防提醒，儿童年龄小，安
全意识不高，家长要加强对孩
子的安全教育和监管，尽量不
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以免
遭受意外伤害。若遇类似情况，
家长不要惊慌，应先安慰孩子
情绪，让孩子不要挣扎，以免造
成二次受伤，并及时拨打 119
报警电话求救。

想从双层床上下来，男孩脚一滑头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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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辖区地方小，产业
类型多，管理难度大。”说起天宁
区雕庄街道的消防工作，以上 3
句话可以很客观地概述——雕
庄街道行政区域面积仅有 10.4
平方千米，却有纺织印染企业
78 家、化工企业 6 家、轻工企业
53家、加油站3家，还有学校、医
院、安置小区等消防重、难点单
位。但是，这个街道却连续 10
年没有发生较大影响的火灾，连
续两年获得天宁区消防工作年
终考核第一名。他们是怎么做
到的呢？

答案就是：从 36 个微型消
防站，到街道安全体系建设，以
及多矩阵消防宣传夯实群众基
础，雕庄街道坚持把“消防堡垒”
建在百姓身边，扎扎实实地把消
防工作做在了最前线，从而真正
实现防患于未然。正是这一个
个“消防堡垒”，让雕庄街道的消
防工作形成了“处置反应快、日
常管理稳、宣传发动准”的特点，
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安全感。

反应“快”
家门口遍布微型消防站

“幸亏你们就在身边，不然
我家就有大危险了。”家中火灾
被扑灭，居民连声感谢。今年 1
月 30 日中午，凤凰熙岸 7 幢 3 楼
居民家中电气线路发生火灾。
天干物燥的冬季，一丁点儿火星
就可能着起火来；如若处理不
当，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蔓延。万
幸的是，水岸社区微型消防站人
员迅速赶到现场，在丽华消防救
援站人员到场前就压制住了火
势的蔓延，为后续的顺利灭火争
取了有利时间。

“消防堡垒”就在身边，像水
岸社区这样的微型消防站，在雕
庄街道有 36 个。2017 年开始，
雕庄街道先后投入 50 余万元在
辖区内 8 个村、社区建立社区微
型消防站，每个消防站都配备手
提式灭火器、水枪、水带等常用
的消防器材；还为所有村、社区
配备了微型消防车辆，安装了消
防应急物资柜，提高了村、社区
防灾救灾和应急救援的能力。
同时，各村、社区微型消防站严
格落实队伍建设，按照人员就近
原则安排专（兼）职人员实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负责日常宣传、
巡查和火灾扑救工作，每季度开
展1次集中消防培训。

除了新建的“堡垒”外，雕庄
街道还对存在问题的“堡垒”进
行了升级加固。针对一些小区
消防设施缺失、损坏、消防系统
不到位等问题，该街道投入 400
余万元对朝阳花园和采菱公寓
两个安置小区的消防系统进行
全面改造，更换室外消防管网
1100 多米、喷淋头 396 个，增加

感烟火灾探测器 226 个、报警器
17 个。目前朝阳花园小区已整
改到位。

管理“稳”
强化消防安全体系建设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
的！”雕庄街道深知，光从硬件上
把“消防堡垒”搭建起来还远远
不够，还要有严格的内部管理，
这是街道消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街道严格落实政府监管主
体责任，坚持“一把手”总负责，
分管领导具体抓，与村、社区及
各部门签订《消防安全目标责任
书》，层层落实“一票否决”消防
安全目标责任制，不断强化整体
消防安全体系建设。同时，还定
期召开消防安全形势分析会、消
防例会，及时传达省、市、区有关
消防安全工作会议精神，汇报消
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做到工作
有计划、有布置、有总结。年底，
街道还开展消防考核，实行奖惩
措施。在街道管理者的一次次

“头脑风暴”下，许多短板被补
齐，不少问题得到了整改。

自建房、群租房一直是消防
管理的难题，雕庄街道在深入分
析后，很快拿出了应对方案。针
对自建房，街道成立了整治工作
小组，明确各自任务及职责分
工，制定《雕庄街道生产经营租
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
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全面摸
排辖区内自建房情况后，对在整
治范围内的自建房，建立工作台
帐，列出问题隐患和整改责任清
单，确保隐患问题整改到位；对
于不在整治范围内的自建房，动
态化掌握基础信息，及时跟进自
建房人员、房屋信息变化，坚决
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

另外，还制定了《雕庄街道
出租房“红黄绿”分级管理实施
方案》，以网格为责任小组，统筹
整合社区民警、协管员、网格员、
志愿者、水电气抄表员等力量和
数据资源，对辖区出租房分区分
片排查摸底。对街道范围内的
所有出租房按“红黄绿”三级评
级、按等级监管，根据出租房整
改情况和安全状况改变及时调
整等级。通过分级管理、联动共

治，确保出租房监管科学有效，
努力打造出租房管理示范街道。

除此之外，街道还通过集中
攻坚，破解了小单位、小场所专
项整治难题；通过产城融合，破
解了企业消防安全治理难题，瞄
准了“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示
范，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街道

“十四五”发展目标，顺利推进实
施。

宣传“准”
多矩阵宣传夯实群众基础

消防工作离不开广大群众
的配合与支持，近些年来，雕庄
街道一直狠抓消防宣传品牌建
设，多矩阵强化宣传教育的力
度，不断夯实“消防堡垒”外部的
群众基础。

消防宣传阵地规范化。街
道围绕“一园两馆”为阵地开展
安全宣传活动，投入 210 万元建
设凤凰新城安全城市消防主题
公园，累计接待 5 万人次，被江
苏省消防救援总队授予“市级应
急消防科普基地”，被常州市教
育局授予“常州市中小学生综合
实践基地”；与天宁区消防救援
大队联手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工程，在菱溪社区推出首个
区级微型消防示范点，建立消防
宣传阵地，全面提高社区消防工
作人员的能力水平，得到人民日
报的宣传肯定。

消防宣传教育多样化。一
是每年定期组织消防业务技能
和理论知识培训、开展消防安全
知识讲座及消防演习；二是以案
说法，针对典型火灾事故邀请专
家召开事后现场会，对于隐患排
查和自防自救进行讲解，切实提
高相关人员消防主体责任意识；
三是大力开展宣传“五进”活动，
利用“公益五号”“社区天天乐”
和安全知识竞赛、119 宣传月等
活动，集中向广大群众宣传消防
知识。

消防宣传队伍表率化。雕
庄街道还聘请全国人大代表李
承霞和全国最美城乡社区工作
者汤亚平为宣传大使，负责辖区
消防宣传等活动，营造良好的消
防安全氛围，提升全民消防安全
素质。

“处置反应快、日常管理稳、宣传发动准”带来安全感

雕庄街道把“消防堡垒”建在百姓身边

雕庄消防建设

本期共统计到 320 起警情记录，其中火灾扑救 67 起，抢险救援 49 起，社会救助 147 起，其他 57 起，
共出动队伍324队次、车辆537辆次，出动人员2676人次。

一周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