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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嫄 周祥 邵文晔 赵怀龙

本报讯 8 月 31 日晚，武进
一名七旬老人不慎掉入自家6米
深的井中，经过消防救援人员近
20 分钟的紧张救援，老人成功获
救。

当晚，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
立刻赶往现场。到场后，消防救
援人员发现，掉入井内的是一名
73 岁的男性老者，而这口井就位
于卧室中间。老人的胸口以下全
都泡在了水里，据老人儿子告
知，估计被困已近半小时，老人
体力已不支，加上井下空气浑
浊，随时会有昏厥的危险。

消防救援人员初步探测发
现，这口井深约6米，而井口直径
不到1米，十分狭窄，且这口井已
存在 30 年左右，容易滋生沼气。
于是，消防救援人员先用可燃气
体探测仪器对井下进行探测，并
让一名体型瘦小的队员下井实
施救援。但在救援过程中，老人
口中不住喃喃自语，且不断拍打
消防救援人员，不配合救援。几
经努力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用
安全腰带和绳子将老人固定好，
并向井外发出信号。“别把水搅
浑，动作快一点！固定点最好能
有 4 个，把老人拉上来时注意安
全！”随后，众人飞快地将老人拉
出深井，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
疗。

老人的儿子告诉消防救援
人员，其父近年来就医时被诊断
有小脑萎缩迹象，脑子不太清
楚，可能是在家中行走时不小心
掉入了井里。消防救援人员提醒
他，屋子里设有深井不安全，应
尽快在井口做好遮挡，防止再次
发生事故。

【链接】
如何防范深井吞人？

消防救援人员分析坠井事
故时表示，没设置安全设施的井
就如同“无底洞”，井口小、井水
深，一旦有人坠井，只有身材瘦
小的救援人员才能下井，且需要
非常强健的体能支撑，救援很有

难度。
一般来说，坠井事故救援的

难度主要有 6 方面：井口直径小
（30厘米至60厘米之间），救援人
员难下井；深井周边土壤较松
软，挖掘时易塌方；若用工具打
捞坠井者，一旦滑落易造成二次
落井；若深井被废弃多年，井壁
可能有变形、错位等情况；救援
时间较长，坠井者难以坚持；井
较深，井底雾气浓，光线不足，且
氧气稀薄，易滋生对人体有害的
气体。

对于坠井事故，常见的救援
方法一般为以下几种：如井口只
能容一人下井，救援人员可采用

“倒挂金钩”式救援；井口小，且
坠井者有能力抓紧器材时，救援

人员可运用救援器械救援；井口
较小，且周围土质较硬时，救援
人员可破土挖掘救援，可以调集
挖掘机，在井旁挖一个大坑，然
后打通深井侧壁，救出坠井者，
也可以在深井旁边，打一口直径
更大的井，与深井平行，之后将
两口井连通救人。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在日常
生活中，行走于农田或不熟悉的
地方时应多加小心，注意观察路
面，最好两人结伴同行。深井附
近应设立标识，禁止儿童路过和
玩耍。应检查居住地附近是否有
废弃深井，若有，应及时用盖板
盖住或设置钢丝网围住。应反复
告知老人和孩子深井的危险，并
让他们牢记要远离深井。

老人掉入6米深井，消防20分钟紧急救援
本期共查询到 253 起警情记录，其中火灾扑救 55 起、抢险救援 51 起、社会救助 116 起、其他 31 起，共出动

队伍257队次、车辆434辆次、人员2170人次。

一周警情

■何嫄 赵怀龙
邵文晔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好动的孩子常常
会“卡”着自己。常州消防介
绍，开学之前，发生了多起孩子
被“卡”事件。

8 月 29 日，一名 9 岁男孩
独自在客厅玩耍时，意外触碰
到了电动沙发椅的开关，左腿
不慎被卡在沙发扶手与坐垫的
缝隙之中，怎么也拔不出来。
男孩疼痛难忍，家人只能报警
求助消防员。在现场观察后，
两名消防员尝试将扶手与坐垫
用力掰开，扩大缝隙。几次尝
试之后，成功将小男孩被卡的
左腿抽出。初步观察，小男孩
并无大碍。

无独有偶，第二天 8 月 30
日，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
又接到报警称，金坛一居民家
中一孩子被卡。但当消防员赶
到现场，发现头被卡在折叠椅
中的竟是一名 18 岁的女孩。
女孩尴尬地表示，自己当时跟
弟弟在闹着玩，把头钻进了凳
脚中，不料被卡住了。女孩的
父亲尝试把凳子往外拔，但无
奈 卡 得 比 较 紧 ，只 能 报 警 求
助。消防员使用大力剪将凳脚

剪开，女孩才成功脱困。
8 月 31 日，天宁区一名 4

岁女童，胸口以上卡在了宝宝
椅的扶手里，奶奶急得手足无
措，只能打电话报警求助。消
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使用大
力剪对椅子进行破拆，不到一
分钟就成功将女童救出。初步
观察，孩子没有受伤。

常州消防提醒：家长作为
孩子的监护人，要加强对孩子
的安全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幼
童的监管，要确保孩子处于自
己的视线之内。万一遇到险情
无法自行处理，请及时向消防
救援部门求助，避免发生意外。

顽皮惹祸，孩子被“卡”

■周祥 邵文晔 何嫄

本报讯 在钟楼区消防救援
大队晋陵路消防救援站门口，

“火焰蓝便民充电站”的标牌分
外显眼。作为常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今年创新设立的便民服务
站之一，这里不仅提供避暑纳凉
服务，还积极打造消防安全宣传
新抓手，成为服务群众的“清凉

驿站”。
据了解，这个便民充电站

设立之初是为了给市民的电动
自行车提供免费充电。今年暑
期为应对连续的高温天气，消
防员们将站点服务内容做了升
级，在充电器之外还免费提供
饮用水、卫生纸等日常生活用
品，将其改造成供来往居民和
环卫工人休息落脚的“清凉驿
站”。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消防
安全知识的了解，“清凉驿站”除
了为社区群众免费提供生活便
利之外，还发放消防安全知识海
报和手册，营造浓厚的社会消防
安全学习氛围，让广大群众切实
感受到“火焰蓝”带来的安全和
便利。

据悉，下一步，常州消防还
将继续打造便民服务站矩阵，真
正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火焰蓝便民充电站”升级为“清凉驿站”
■何嫄 赵怀龙

本报讯 2 日中午，常州市
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称：钟楼区一处有老人被困。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处置，
到达现场后发现，是一名 60 岁
左右的老太疑似因砍树不慎从
4米高的围墙掉落，摔到墙外地
上，动弹不得。且因围墙外杂
草丛生，很难通过，已到达现场
的医护人员无法将其抬出。

邻居告诉消防救援人员，

目前老太腰、腿不能动了。
消防员在邻居的带领下，

和医护人员一起来到老太跌落
的位置。随后相互配合着将老
太抬上了担架，做好固定措施
后把她抬上正在小区门口等候
的救护车，随即送往医院检查。

“树长到墙这边来了，她可
能想把伸过来多余的枝条砍
掉，不小心就翻了过去！”老太
的女儿告诉消防救援人员，她
当时不在现场，听到有动静就
立刻下楼查看，发现母亲摔到
墙外后就赶紧报警求助了。

老太疑因砍树摔下4米高墙

■周祥 邵文晔 何嫄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强化暑期消防安
全教育、增强学生消防安全意
识，今年暑假，全市各消防救援
队站共组织开办了 30 余场消防
夏令营活动，吸引了 1500 多名
学生走进辖区消防队站，探秘、
体验消防员生活，做到“消防安
全不放假”。

新北消防联合常州通用自
来水有限公司、新北区公安分
局，在泰山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消
防夏令营主题活动，组织孩子们
走进消防站，观看消防教育宣传
片，参加消防知识互动和有奖竞
答，听消防知识讲解，穿灭火救
援服装，体验模拟逃生路线。孩
子们还对阵“蓝朋友”，开展了一
场水枪大战。

天宁消防联合天宁公安分
局、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等，向
街道、社区、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等招募了近百名未成年人走进
消防站。他们组成“小小消防
员”分队，由专业消防员担任班
长，开展竞赛比拼。除了消防安
全课堂，孩子们还听民警讲授了
防诈骗、防拐卖的知识，观看医
生模拟演示讲解常见急救方法。

钟楼消防联合国网常州供
电公司开展“常电小青苗”夏令

营活动，不仅让孩子们认识消防
装备、体验消防战斗服、看火灾
警示片，还通过“模拟火灾报警”

“火灾隐患大家找”“火场逃生”
等趣味游戏，让孩子们更深刻地
了解消防。

武进区第六届“蓝精灵”消
防夏令营今年在府东路消防救
援站开营，三批次 90 余名学生
踏进营区体验两天一夜的消防
员生活。在营区，孩子们不仅开
展了队列训练、夜间拉练、安全
实验、逃生自救实战训练、实战
灭火训练、综合作战训练等一系
列训练科目，还登上亚洲最高的
101 米消防云梯车体验，进行了

油盆灭火实战比拼等。
此外，金坛区西城实验小学

常胜分校 20 多名小朋友走进金
科园消防特勤站，开展“红领巾”

“火焰蓝”一起向未来走进消防活
动；溧阳则推出了“党徽耀童心
筑梦火焰蓝”活动，让孩子们走进
营区，体验消防员一日生活、灭火
救援和日常训练等工作。

常州经开区消防联合星悦
儿童成长中心和横山桥镇山水
社 区 ，开 展“‘ 小 戚 哥 成 长
营’——致敬‘火焰蓝’”活动，带
领学生们走进消防队站，参观消
防器材，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体
验消防员的日常生活。

提升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

30余场“花式”夏令营活动吸引1500多名学生

男孩脚被卡沙发

孩子们在消防夏令营里体验消防员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