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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上午，大丰区政府在该区奥体中
心举行“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与会领导
观摩了消防专勤器材装备展示、政府专职消防
队建设展板展示等。 叶 凡 摄

11月9日上午，应急管理部召开第五届全国
119 消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淮安
市消防救援支队翔宇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二
级消防长陈新宽被评为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

参加过万余次灭火救援战斗，8 次衔级晋
升，陈新宽始终不忘初心、勇于担当。23 年里，
他从普通一员干到“兵王”，金灿灿的奖章、红彤
彤的证书聚成了一个数字——23 公斤！这是他
23年的无悔奉献，这是他全部的青春重量！

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豪言壮志，只有默默救
民于水火的雷厉风行。参加工作 23 年来，陈新
宽参加了“3·29”京沪高速特大液氯泄漏事故、
山东寿光抗洪抢险救援、响水“3·21”化工厂爆
炸等万余次灭火战斗和抢险救援，从高空、高速
公路、深井、火灾、地震救援现场营救疏散遇险
群众数千人，撑起了百姓安全的一片天。

英勇无畏 能打胜仗

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陈新宽。作为驻守在

周恩来总理家乡的消防员，陈新宽积极践行周
恩来精神，面对火灾险情，他始终拉得出、上得
去、打得赢，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的
安宁。2005 年“3·29”特大氯气泄漏救援、2008
年“5·12”抗震救灾、2018年山东寿光抗洪抢险、
2019 年响水“3·21”化工厂爆炸、2020 年转战三
地开展抗洪抢险。从“护佑一方”到“南征北
战”，几乎每一次遇到危急险情，陈新宽都第一
个冲锋向前，主动承担最危险的任务，用一次次
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诠释着消防员的使命和
担当。

刻苦钻研 精兵强武

底气靠日积月累，能力靠刻苦训练。陈新
宽坚持用周恩来精神激发战斗激情。为了练
就一双铁脚板、一副铁肩膀和一身好功夫，他
23 年如一日，自我加压、自我赶超。无论是在
年度综合成绩考评，还是执勤岗位练兵比武竞
赛，陈新宽经常拿奖牌、当先进，为支队全体
指战员树立了标兵典范。战功赫赫、经验丰富
的 陈 新 宽 还 是 支 队 每 次 集 训 的“ 教 练 员 ”。
2017 年江苏消防战勤保障拉动演练、今年江苏
消防“火焰蓝杯”岗位练兵比武竞赛，陈新宽
带领全体参赛队员严格施训、科学施训，最终

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榜样引领 典型示范

今年五四前夕，一条关于陈新宽的新闻火
了：《消防员23年获得奖章重量达23公斤》，人民
日报、人民网、央视新闻等媒体纷纷转发。面对
急难险重的救援任务，陈新宽总是主动请缨，
在实战中把自己多年的救援经验传授给年轻
队员。今年的抗洪抢险中，陈新宽和队友们携
手转战宿迁、无锡、淮安三地，迎风雨，斗洪
魔，连续奋战 40 天。除了担当党员突击队队
长外，陈新宽还是运兵车的驾驶员，每天运送不
同批次的队员往返屯兵点和大堤之间。1981 年
出生的陈新宽，虽已年近四十，却依然保持着战
斗 的热情。

默默奉献，生死无悔。23年来，陈新宽荣立
个人二等功5次、三等功8次，先后被授予全国公
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优秀士官、公安现役队伍优
秀士官、公安现役部队和公安消防部队优秀共产
党员、公安消防部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诸多荣
誉称号，成为队友们心中当之无愧的“兵王”。

面对荣誉和付出，陈新宽十分淡然。“如果组
织需要，我肯定会一直干下去。”他如是说。

淮 晓

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宿迁
市苏宿园区消防救援大队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依
托，以电动车火灾隐患治理为抓手，以多部门联合夜
查执法为保障，以消防安全教育宣传为引导，下重
拳、出实招，打出一套严防狠治、标本兼修的“组合
拳”，切实保障了“生命通道”畅通。

完善基础设施，筑牢安全根基。大队坚持“先调
查，后发言”原则，深入隐患整治重点区域、关键部
位，找准难见起色的“老大难”，摸清久攻不下的“硬
骨头”，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坚决打通生命通道“最
后一公里”。面对车多位少“停车难”问题，大队及时
将问题隐患、整改方案、资金需求、后续保障等形成
书面材料上报属地政府，推动老旧小区新增停车场
项目建成落地。在推进电动车集中充电桩建设中，
大队深入了解居民需求，准确把握整治难点，事前科
学规划，事中随机抽查，事后高标验收。截至10月
底，辖区共建设完成集中充电桩 112处，正式投入使
用97处，建设中23处，计划再建42处，覆盖人群达2
万余人，有效保障了居民充电安全。

打造智慧平台，补齐监管短板。大队针对电动
车隐患治理中监管力量薄弱的现实，大力引导物业
管理单位为高层住宅安装“电瓶车禁止上楼智能监
测系统”，以科技创新为隐患管控开辟新渠道，以“智
慧消防”为隐患防治提质增效。同时大队主动做好

“引路人”，多次会同属地规划部门召开电动车火灾
隐患系统整治现场会，积极推动安装使用“电瓶车禁
止上楼智能检测系统”列入高层住宅消防验收考核
内容，以智能监管织密火灾隐患“防御网”，以科技力
量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目前辖区已安装完成
37套“电瓶车禁止上楼智能检测系统”，预计年底前
安装完成 75套，2021年辖区内所有投入使用的高层
住宅全部完成安装。

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大队积极协调
城管、交警、公安等部门开展打通“生命通道”联合夜
查执法行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硬作风、最实
措施，营造高压除患态势，铲除扫清消防车通道上的

“拦路虎”“绊脚石”，全力以赴做好“生命通道”的“守
护人”。联合夜查执法行动开展以来，大队出动人员
45人（次），下发《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18份，现场
拖离拒不整改或无人认领车辆11台，当场批评教育
违规车主 40余人，有效保障了消防车通道畅通。在
对基层派出所消防安全业务定期培训中，大队将维
护消防车通道畅通作为重点培训内容，充分发挥消
防队伍专业优势和公安部门监管职能，同频共振、步
调一致，进一步凝聚安全发展共识，最大限度释放监
管执法合力。

深化宣传培训，夯实防控基础。大队始终坚持
火灾防控和宣传培训两手抓，隐患排查和教育引导
同推进，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隐患反弹。大队将线上
线下有机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快、覆盖
广、互动强的优势；一方面充分利用户外电子屏、社
区公告栏、各单位出入口，播放消防安全教育片290
余小时，张贴消防安全宣传海报1358份，悬挂拒绝
占用消防车通道宣传标语261处，充分营造浓厚的
宣传氛围。同时深入工业企业、机关单位、学校等场
所开展消防安全教育课 48次，培养“消防安全明白
人”1500余人，及时补平“消防安全低洼处”，牢牢夯
实火灾防控基础。 苏子昂

关注关注119119消防宣传月消防宣传月

为深入推
进“119”消防
宣传月活动，
日前，太仓市
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了消防救
援大演练。本
次练兵，无人
侦察机、消防
机器人等高精
尖装备悉数登
场，通过熟练
运 用 这 些 装
备，向大家展
示了一场高科
技 立 体 救 援
“大片”。

王书蓉 摄

苏宿消防全力铲除
生命通道“拦路虎”

“淮安消防卫士”23年收获23公斤“军功章”

聚焦聚焦火焰蓝火焰蓝

近日，为全面检验全区16支政府专职消防队
伍灭火救援业务训练成效，大丰消防救援大队联
合区总工会组织开展第十届政府专职消防队伍
技能竞赛。图为消防队员在比赛中。 叶 凡摄

为推进“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开展，普及
消防安全知识，11月8日，“小主人报”新闻学
校60余名师生来到东台消防救援大队“零距
离”参观学习。图为大队宣传员在向师生介绍
消防车辆及随车器材装备的功能。 杨 旸 摄

为做好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控工作，近
日，高邮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工信局在江苏波司
登制衣有限公司召开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
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现场会。 吴菲菲 摄

为加强影院恢复营业后消防安全管理，提
高火灾防控能力，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11
月10日，江都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宣传部、住建
局、商务局、市监局对全区电影院开展消防安全
专项检查。 胡雪芝 摄

11月9日，盐都区消防救援大队在吾悦广场
举行以“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为主题的“119”消
防宣传月启动仪式，盐都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宋厚
实、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沈亚飞、吾悦广场代表
和消防宣传志愿者300余人参加。 殷蕾摄

11月10日，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
教育局开展学生手绘家庭逃生图活动。一幅幅
手绘作品，传递出孩子们的认真和细心。此次
活动，起到了督促家庭成员及时发现并消除火
灾隐患作用，为确保家庭消防安全打下了坚实
基础。 杨艳琪 摄

11月10日，泰州医药高新区消防救援大
队召开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
大队工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郭 菲摄

11月10日，靖江消防救援大队以“119”消
防宣传月为契机，举办全市重点单位微型消防
站比武竞赛。通过比武竞赛，有效检验了重点
单位微型消防站队员的综合能力。 张艳岚 摄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致训词精神，11 月 10
日，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举办道德讲堂进“红门”
暨《“灯火”——一个消防志愿者的光影十年》影像
故事分享会，同时成立 9 支特色消防志愿者服务
队，为消防志愿者事业添砖加瓦。

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锡鑫，
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陈立新，常州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一波，常州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主任、新北区区长乔俊杰，常州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梅向东，常州日报社党
委书记、社长孙泽新，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
记、政治委员姚金波，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王士军，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常州市摄影家
协会主席王京，支队在家党委成员，以及全市消防
指战员代表，政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新闻媒体、
学校等部门和行业领域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
21.47万人通过网络观看了活动直播。

活动现场，回顾了义务跟拍常州消防十年
之久的摄影师孟建强的感人事迹。生于1960年 2
月的孟建强，今年8月病故。他生前是江苏省摄影
家协会会员、常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常州市建设
摄影协会理事兼公益摄影志愿队副队长，曾荣获
全国119消防先进个人、江苏省最美文艺志愿者、
常州好人、江苏好人、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先进个人

等称号。2018年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隶、3·21盐
城响水救援、嘉润废酸泄漏等大型灭火救援现场，
孟建强都参与其中，用镜头为消防救援队员们定
格逆行的背影，也用坚持和无私，通过一张张照片
志愿为消防事业做公益宣传，引发社会对消防员
群体的广泛关注。

孟建强为消防进行志愿服务的事迹，影响了
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关注消防。现场还发起组建常
州9支消防志愿服务队，分别是媒体志愿服务队、
学生志愿服务队、摄影协会志愿服务队、物业协
会志愿服务队、街道社区志愿服务队、美团骑手
志愿服务队、环卫工人志愿服务队、社区网格员
志愿服务队、石化协会志愿服务队。希望通过更
多的志愿活动将消防安全知识传播到社区、学
校、企业、机关、家庭，逐步构建全社会参与消防
活动的宣传、监督、预防和救护体系。“老孟与

‘119’的十年”纪实摄影展则通过一系列消防题材
照片，向民众展示了消防“向险而行、逆流而进”的
精神风貌。 （周祥 李 潇）

本报讯 今年“119”消防宣传月期间，苏州市消
防救援支队紧密围绕“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主题，
通过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突
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消防宣传活动，形成联
动效应和强大宣传合力，全面掀起消防宣传热潮。

点亮全城守护平安，线上线下集中发力。
“119”宣传日当天，苏州消防在全城十大地标打出
今年消防宣传主题“关注消防，生命至上”，开展全
市亮屏行动。各级消防部门利用各类公共视频、
LED显示屏等固定宣传平台，播放“119”宣传月主
题海报、宣传标语、“五进”海报、形象宣传片等，大
力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携手消防志愿者通
过摆摊设点宣传、组织消防宣传车巡回宣传、主动
上门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持续推进消防宣传“五

进”工作。此外，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在微
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开通热门话题、直播
活动，策划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不断增强消防宣传
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推出线上消防安全知
识竞答活动，让广大市民在答题过程中对消防安全
知识和消防法律法规进行巩固，激发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提高自身的消防安全素质。

开放消防主题公园，情景式体验乐趣多。11月
3日，园区首个消防安全主题公园——苏安南社区消
防安全主题公园正式启用，开辟了消防宣传新阵地，
进一步拓展了消防宣传渠道，增强了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进入11月以来，全市消防救援站、教育馆等全部
对外开放，积极推进线上+线下预约活动，邀请来自
学校、企业、社区、重点单位等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体

验。丰富多彩的“消防嘉年华”体验活动让广大市
民通过参观、体验的方式，直观地学习和了解消防
知识，掌握消防逃生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掀起全民演练热潮，巩固掌握消防技能。活
动期间，各级消防部门在启动仪式上相继开展了
规模不等的消防疏散演练，针对大型商业综合体、
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不同的场所和群体制
定不同主题的演习方案，让广大群众在学习消防
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演练加以巩固和应用。此
外，消防运动会、消防知识技能大比武也相继展
开，进一步激发全员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消防
技能的热情。11月7日下午，园区消防在星湖天
街广场举办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消防“救援”体
验日活动。启动仪式上推出的众多体验项目，既

新奇有趣又实用，3D模拟灭火体验、VR模拟逃生
体验、模拟逃生体验屋等，吸引了一大批市民驻足
体验。

延伸消防宣传触角，打造消防主题专列专
线。宣传月期间，消防主题地铁专列将正式上线，
利用地铁宣传平台将消防安全小知识、小常识、小
提醒合理分布在车厢内的醒目位置，逐步提升市
民消防安全意识。太仓消防大队联合市公交公司
打造“消防宣传主题公交专线”，充分利用公交车
客流量大、信息传播速度快和接触面广的特点，将
公交车“变身”消防宣传站，精心设计制作了一批
消防宣传版面，让群众在乘坐公交车的同时，潜移
默化地了解消防知识，认识到预防火灾的重要性，
并时刻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火灾。 (王书蓉)

苏州消防：线上线下“靓”点纷呈

本报讯 11 月 9 日下午，连
云港消防救援支队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授旗训词两周年主题报
告会暨全市“119”消防宣传月
启动仪式。连云港市市长方
伟，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曹勇兵，市领导王加
培、尹哲强、王东升，市相关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支队在家党
委委员、消防指战员代表以及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代表 700 余
人参加活动。

整场报告会由“铭记训词
创新业”“赴汤蹈火立新功”“守
护港城谱新篇”三部分组成，通
过朗诵、说唱、戏歌、舞蹈等艺
术形式，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饕
餮盛宴，真实再现了改革转制
后连云港消防“火焰蓝”的新形
象、新担当、新成就。报告会上
还对全市“十佳消防安全管理
人”“十佳消防民警”“十大最美
消防员”进行了颁奖。

方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全市广大消防指战员致以诚挚
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他希望
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要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训词为号令，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牢记主责、抓实主
业，以更加严格的标准、更加严
明的纪律，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再立新
功。他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要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增强忧患意
识、强化底线思维，沉下身子、压
实责任，大力加强消防救援体系
建设，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抓好各项消防工作，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与会人员还现场观看了支
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授旗
训词精神两周年建设成果汇报
片和展板。 （苏 欣）

本报讯“看，救援直升机来了。”现场群众发出
一阵欢呼，这是镇江市苏宁广场超高层灭火应急
疏散演练中出现的精彩一幕。

11 月 8 日上午，镇江市在苏宁广场举行超高
层应急灭火疏散演练，演练模拟镇江苏宁广场73
层发生火灾，苏宁广场微型消防站人员立即启动
灭火救援应急预案，并拨打119报警。镇江市 119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力量前往救援，并联动调派空
中救援力量营救伤员，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演 练 结 束 后 ，镇 江 市 在 苏 宁 广 场 举 行 了
“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镇江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郭建出席仪式并讲话，镇江市消防救
援支队、应急管理局、住建局主要负责同志及相
关部门分管领导参加仪式，市政府副秘书长杨

毅主持活动。
近十年以来，全国冬春季共发生火灾156万起，

造成9432人死亡，总量、亡人分别比夏秋高 43%、
68%，发生的较大火灾、重大火灾分别占总数的
59%和 61%。冬春季火灾形势十分严峻，启动仪式
上郭建对此进行了特别强调，并要求各级政府、行
业部门要针对冬春季火灾特点和突出消防安全问
题，层层压实责任，狠抓隐患整改，担起“促一方
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任。他还要求各企业单
位要认真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消防投入
到位、培训教育到位、安全管理到位，从根本上消
除火灾隐患。

今年以来，镇江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重要

批示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扎实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和打通“生命通道”工程，
大力推动华宇大厦、义乌小商品市场、宝华物流园
等重大火灾隐患和区域性火灾隐患整改，不断加
强消防公共基础设施和消防车辆装备建设，全市
消防安全环境持续改善，城乡消防安全基础日益
牢固。今年以来镇江全市火灾起数、直接财产损
失数同比下降32.07%、39.74%，未发生较大以上火
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消防志愿者和市
民群众一起参与了“消防嘉年华”活动，现场观摩
消防车辆器材装备展示，参与消防常识互动问答，
体验灭火逃生模拟设施、消防服穿戴，并参观了市
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展区。 （庆经纬）

镇江举行“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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