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直通车

1．张先生举报!溧阳天目路的金

鹰广场负一楼美食城! 没有消防许可

证就擅自投入使用"

市消防支队回复! 溧阳消防大队
监督员现场核查，发现溧阳市金鹰国
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地下一层美食广
场，经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为不合格，
未经消防验收便擅自投入营业，举报
属实，现大队已受案查处。

2．市民举报!溧阳新晨百货对面

的溧阳建国快捷酒店! 存在以下三方

面问题#

!"

构造不合理!一旦发生火灾!

极易造成踩踏事故$

#"

没有消防疏散通

道$

$"

没有消防设施"

市消防支队回复! 溧阳消防大队
监督员现场核查，发现该单位设置了
室内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灯、疏散指
示标志等消防设施。随机抽查了两具
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都完好有效。不
过该单位的楼梯间设置不符合《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举报部分属实。大队
监督员已责令该单位限期整改。

3．何先生举报!长江中路清潭南

苑门口的逸风网吧!疏散通道被堵塞!

消防设施配备不齐!且存在故障"

市消防支队回复! 钟楼消防大队
监督员现场核查，发现该单位于2012
年12月20日，通过了开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合格后投入使用。现场疏散通
道畅通，消防设施（室内消火栓%灭火

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配
备齐全。

4．陈先生举报!古方路阳湖世纪苑

小区内!

#$

幢旁边的变电箱旁边! 搭建

了彩钢瓦房!里面堆放了大量易燃品"

市消防支队回复! 武进消防大队
监督员现场核查，发现该地点是小区
垃圾的集中堆放点，小区物业近期将
会把彩钢瓦房移走。

5．陈先生举报!武进郑陆东青长

青苑西区一幢
!%

号车库内!堆放了十

几桶柴油!存在安全隐患"

市消防支队回复! 武进消防大队
监督员现场核查，发现该车库内堆放
了十几只油桶，其中六桶装有柴油，是
户主自己使用。经对户主劝说后，户主
表示近期会把车库内堆放的几桶柴油
及空桶搬走。

为钓鱼翻墙，墙倒人身亡
4月10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

武进区常州科教城某学院旁，一名男
子为了钓鱼，在翻越围墙时，不想墙体
倒塌，他被落石砸中不幸身亡。

消防特勤三中队赶到后，发现事
发地点位于该学院内的河边。河上有
一座桥，桥与围墙相连。男子仰倒在桥
下的地面上，一动不动。身边还有一个
放着钓鱼杆的袋子。从桥上到桥下有
两米多高的落差。

据目击者称，他当时正从桥上路

过，看到有人从桥边掉落，立即跑过去
查看，就看到男子躺着，头上还压着一
块石头。他和经过的另三名学生下到
男子身旁，合力把石头移开，随后报警
求救。

救援人员估计，该男子应该是想
到河边钓鱼，在从桥与围墙相连处翻
越时，没想到围墙突然垮塌，他被塌落
的石头砸住了头部。后经120急救人
员检查，男子已无生命迹象。
目前，此事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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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迅速出击，一把将她拉下
女子因感情问题，只穿短裤要跳楼

4月7日上午10点半左右，新北
区小河九龙桥旁的一家足浴店的二楼
楼顶，一名年轻女子只穿着短裤站在
上面，想要跳楼自杀。消防队员悄悄靠
近，趁她不备时一把拉下，羸得围观者
阵阵掌声。

根据围观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当
时女子穿着黄色上衣和深色短裤，一
个人站在二楼楼顶的围栏上。女子情
绪十分激动，面对前去劝解的民警和
消防队员，她不时地大声喊叫，大意是
说她被一个男的打了。大家要她下来，
有事好解决，女子根本不理。

当天参与救援的孟河专职消防队
张队长介绍，他们接警赶到时，就见女
子还在楼顶上僵持着。女子所站的围
拦距地面有6米多高，距离二楼楼顶
也有约1.5米高。张队长和一名班长
上前，与民警一起，和女子交谈起来。
通过跟女子讲家庭啊、孩子啊，女子的
情绪有所缓和。趁她的注意力不在我
们身上，一名战斗班长迅速出击，一把

将女子拉了下来。
张队长说，像这样的救援，其实只

有一次机会。如果一次不成功，有的人
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真的会掉下去
的。所以当时他也是非常紧张的。

据了解，女子被营救下来之后，就
被派出所民警带走了。而她是因为感
情问题，才会一时失控要跳楼的。

有网友在问：烧了多少iPhone6？
银河湾电脑城内一店铺起火

4月13日上午9点左右，银河
湾电脑城二楼的一家店铺发生火
灾，冒出的浓烟很快弥漫到整个楼
层里，造成了场内人员一度有些惊
慌。在周围店铺和物业人员的帮助
下，很快火势被控制住。消防5分
钟内赶到，灭掉余火。事故中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这家店铺位于二楼的

一角，店招上显示店里有卖苹果产
品。当时店内人员上班刚到不久，

准备正常开始营业，却突然发现店
里的角落处，堆放打印纸的箱子堆
烧了起来。店内人员连忙到处喊人
帮忙。
隔壁店铺的刘先生说，自从电脑

城重装开业后，这家店铺就一直开着
了。当时他听到喊声，就跑过来查看，
发现火越烧越大，便和好多赶来的其
他人一起，先用布进行扑打，但是效
果并不好。很快物业人员也来了，拿
来了灭火器，一起进行灭火。

接警后光华路消防中队到达现
场，为确保安全，用水枪将纸箱内的
残火进行彻底扑灭，并通知消控室开
启排烟设施进行排烟。由于对初起火
势控制得当，将损失降到了最低。

得知电脑城里发生了火灾，有
网友还问，烧了多少iPhone6啊？
其实火灭后，店里对起火点旁的物
品进行了清理，发现只有一些纸箱
被烧掉，还殃及到放在旁边的打印
设备，真的没有iPhone6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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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后他立即打开中控锁，救了车上4人
上周三起车辆落水事故，造成6人被困，1人身亡

上周，我市先后发生三起车辆落水事故，有面包车、拖拉机和挖掘机，共有 6人落入水里。经

过热心群众和消防人员急救，其中 5人被成功救出，只有一名拖拉机驾驶员溺水身亡。

4月8日下午4点半左右，新
北区龙虎塘电子产业园里，一辆五
菱面包车冲进了路边的河里。车里
的是孙女士一家四口，其中一个还
是4岁多的男孩。幸亏孙女士的弟
弟反应机敏，落水后第一时间打开
了中控锁，这才让家人们能及时逃
生，岸上人能及时救助。
4月14日，孙女士已经回到了

山东枣庄老家，但提起 8日的事
情，她还是心有余悸。她说自己和
一名家人一起，到常州来看望在龙
虎塘打工的弟弟。车就是弟弟的。
当时由她开车，弟弟坐在副驾驶座，
后排坐着弟弟 4岁的儿子和一名
家人。
当行驶到事发地点，孙女士为

了避让前方车辆，打了把方向，没想
到车子失控，一下冲进了路边的一
条河里。车子慢慢向河底沉去，孙女
士整个人都吓傻了，只记得条件反
射般打手机报警。
孙女士说，当时车子的车窗车

门都是紧闭着的。车刚落水时，其他
人都吓坏了，她弟弟却反应敏捷，立
即打开了中控台上的门窗锁。就是
这个小举动，救了全家人。孙女士报
完警没多久，整个车身都几乎要沉
进水里了。与此同时，她弟弟拼命将
门推开，跑到外面大声呼救，再回到
车里把孩子先救出去。很快，好多不
认识的路人、司机和民警都下到水
里，把孙女士他们都安全地救了出
来。除了手机浸水报废了，车子泡水

后需要检修，4个人都没事。
孙女士说，她真的要感谢当时

参与救人的好心人，要从山东向他
们说声谢谢。
据救援专家介绍，发生车辆落

水后，一定要保持冷静不惊慌，面部
尽量靠近车顶以获得更多空气。其
次要第一时间打开电子中控，尝试
打开车灯作为求救信号，打开就近
车门或车窗逃生。三是如果车辆浸
水断电，可利用安全锤、车内灭火
器、座椅头枕金属部分或高跟鞋砸
开车窗，记得先砸边缘，砸窗时不要
解开安全带。最后逃出车外后保持
面部朝上，如不会游泳可在离开车
前尽量找一些漂浮物抱住，迅速游
向水面求救。

4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武
进区南夏墅淹城路与南湖路路口
旁，一辆拖拉机倒滑入路边的一条
景观河中。车上一名男子被拖拉机
压住，淹在水中，被消防队员救出
后，已经身亡。
消防队员赶到时，发现这是一

辆厢式驾驶室的拖拉机，顺着一个
落2米多高的斜坡，大半个车身都
沉在了水里，只有车头和驾驶室露
出水面。后车厢下，压着一名男子，
整个人都泡在了水里。

消防队员立即采取救援措施，
先由一名水性好的消防员下水，对
水中男子的被压部位进行探摸，并
利用救援绳索和腰带，将男子固定
住。随后，交警部门调来一辆吊车，
将拖拉机车头和车厢绑定后，整体
拖吊至岸上。10分钟后，消防队员

将男子从水里打捞上岸。经过现场
120医疗人员急救检查，男子已经
没有了生命迹象。
据周边群众说，男子就是拖拉

机驾驶员，一个人驾驶拖拉机到河
边，估计是把拖拉机停好后，他走到

车后要做什么，没想到拖拉机在斜
坡上发生滑溜，结果连车带人都跌
入河中，他被拖拉机压住，无法脱身
导致溺水身亡。
目前，这起事故还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中。

4月 12日中午 11点 30分
左右，溧阳市社渚镇姚家巷村，一辆
正在开挖鱼塘的挖机突然侧翻，司
机被困在驾驶室里，整个人都陷进
了塘底淤泥里，只有头和手还露在
外面。经过4个多小时的救援，消防
队员终于将司机挖了出来。

消防队员赶到时，发现这个鱼
塘里没有蓄水，塘里还是松软的淤
泥。一辆挖机侧翻在塘底，大半个车
身都陷进了泥里。探查发现，淤泥深
约3米。原本消防队员想让吊车进

来，将挖机吊正，谁知道路狭窄，吊
车进不来。

消防队员只能用手去挖淤泥，
在将被困司机的上半身弄出来后，
再将他的一条腿也挖了出来，但是
另一条腿却被底层的厚淤泥困住
了。通过随后叫来的救援车辆，奋力
推动挖机，将淤泥推松，消防队员才
将司机整个人给挖了出来。

被困男司机脱困后，自己跑到
附近的河里去洗了洗，就自己去医
院了，查下来没什么大问题。 消防队员徒手挖出被困挖机司机

拖拉机滑入河中!司机身亡"

女子因感情问题穿短裤跳楼

他的反应及时，让一家 4人都获救

拖拉机滑入水塘，驾驶人溺水身亡

挖机翻入鱼塘，司机险被没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