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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火焰蓝
火焰蓝”
”
花式唱响平安“主题曲
主题曲”
”
——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安全宣传纪实
消防主题影厅

编者按：今年 11 月 9 日是第 31 个全国消防日，围绕“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连日来，市消防救援大队
举行
“扫码学消防”
活动、
开展消防安全
“进影院”、
开放消防主题餐厅……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零距离互动。
“消防宣传从来不是闭门造车式的‘自嗨’，要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转化成行为自觉，必须接地气、冒热气、聚
人气。”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邱跃建表示。阵地“打基”、科技助力……近年来，市消防救援大队全面探索破解群众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无动于衷”的新路子，紧贴“亲民路线”，打造体验式的亲民阵地，将宣讲台搬到了村庄，把老百
姓请进了队站，
真正让消防安全知识融入群众、
融入生活、
融入人心。
消防安全宣教

“小小消防员
小小消防员”
”活动

模拟灭火演练

11 月 3 日，谢桥新村
进行播报，说预防措施，教
一居民家吸引了一大拨邻
逃生方法，提醒广大居民
居到访。吸引他们的“神
注意防火安全。近两年
器”是市消防救援大队防
来，市消防救援大队利用
火监督员带来的投影。投 “大喇叭”应急广播站点贴
影“亮”起来，宣传“活”起
近群众、直通基层的优势，
来，防火监督员利用投影
每日循环播放防疫期间消
播放，有针对性地为群众
防安全语音提示，确保辖
讲解了火灾安全事故案例
区的应急广播系统每天定
和丰富的消防安全知识，
时播报防火注意事项，进
并手把手指导灭火器材使
一步强化消防知识的覆盖
用方法，地毯式排查隐患
到达和精准传播。
“每天
点，
“第一次发现家里的消
听，就像老乡在耳边提醒
防安全隐患这么多，挺后
一样，很亲切，在家也更注
怕的，以后我们一定提高
意用电用气安全了。”老乡
警惕！”
不少居民表示。
纷纷表示，这样的宣传更
近年来，市消防救援
容易接受了。
大队不断“翻新花样”。在
“别人说话千遍，不如
常 态 化 开 展“ 五 进 ”宣 传
自己行动一遍。”11 月 9 日
时，大队抓住火灾典型案
上午，一场沉浸式体验高
例、重要时间节点和重点
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
区域
“牛鼻子”
，
开展主题宣
练，在陶都半岛举行，现场
传，并及时调整宣传重点，
观众不仅被灭火救援现场
确保内容实时“在线”。通
震撼，还走进车辆装备展
过播放消防公益广告和宣
示、消防器材体验、消防模
传标语、集中设点宣传、消
拟逃生体验屋，学习消防
防安全征文作品征集等形
知识，实践灭火逃生。
“弯
式，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消
腰、低姿、捂口鼻，不要恐
防宣传氛围。疫情期间，
还
惧，坚定向前走。”在消防
发动网格员、
消防志愿者在
烟雾模拟逃生室入口，观
所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众们排着队，按照消防宣
人员密集场所、居民住宅
传员的指导冲进入口，在
小区等地广泛张贴“消防
出口再见时，不少观众纷
安全码”，让群众线上学习
纷感叹
“宛若重生”。
消防知识。
不同于以往发宣传
方言是每个地方独特
册、苦口婆心劝导的纯“脚
的文化标签。
“使用方言可
板”宣传，如今，市消防救
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
援大队以科技赋能，以创
离，更好地传播消防安全
新扎根，让群众把消防安
知识。”邱跃建表示。这些
全知识记到心里，落到生
天，经开区 292 个应急广
活中。四年来，大队已发
播站点（大喇叭）更新了内
放消防公益短信提示 20
容，针对冬季火灾防控，大
余万条，印制发放各类宣
喇叭采用一遍“普通话”、
传资料 10 万份，受教育群
一遍“宜兴话”的语音方式
众 30 余万人次。

优秀消防主题绘画作品展

阵地建设聚人气

创新宣传有生气

消防安全宣传

启用仪式

11 月 12 日，我市首家 “致敬逆行者”长廊等宣传
“肯德基消防安全主题餐
设施，向广大群众提供了
厅”正式亮相宜兴氿街肯
一个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宣
德基餐厅，整面墙的消防
传的阵地。如今，大队已
安全知识十分醒目。活动
在 9 个园区、镇建设了 11
现场，10 多名孩子边体验
处消防主题公园，并以此
制作汉堡，边学习消防小
为阵地，在一线传授“防火
知识，
收获匪浅。
经”，切实把安全送到群众
近年来，市消防救援
家门口。
“不少主题公园还
大队在全市范围内建消防
添置了 VR 等高科技的设
主题公园、消防科普教育
备，可以沉浸式打卡消防
基地和宣传点，致力于在
知识。
”
邱跃建表示。
芳桥街道华阳村打造江苏
同时，大队还在学校、
省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
社区、综合体、企业打造了
地，以消防安全游戏、
消防
17 个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主题体验、
消防队探访等活
和宣传点。无锡中环资产
动，通过“看一看、摸一摸、
管理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
玩一玩”
的全方位体验，向
民营企业，在该企业的消
市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防科普教育基地分为场馆
今年 4 月，经开区首
区和实训区，场馆区设置
个“消防安全主题公园”正
了安全疏散标识认知、火
式开园，该主题公园位于
灾事故记录片播放、多场
屺亭街道五星社区，占地
景虚拟灭火、多场景火灾
面积 7000 平方米，公园以
隐患排查，模拟报警电话、
广场原有设施及绿化为基
模拟楼宇报警联合灭火演
础进行设计改造，采用实
示等实践体验项目。实训
物展示、宣传展板、卡通人
区设有消防灭火演练、初
物、垃圾分类等主题装饰，
期火灾处置等实训演练
设置了消防主题造型、消
区，可同时容纳 20 名学员
防知识宣传栏、消防标识
入住，体验军营式生活训
互动翻板、消防座椅、消防
练。目前，该基地已接待
提 示 牌、消 防 玩 偶 合 影、
培训 2000 余人。

﹃跨界﹄合作接地气

消防安全培训

消防主题餐厅

11 月 9 日，市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公安系统，在
全市各乡镇开展“消防安
全 守护万家”主题广场宣
传活动，
向群众讲解逃生技
能、
近距离了解救援设备。
这样的“跨界”合作，
不仅是在广场宣传活动
中。近年来，市消防救援
大队探索建立行业部门监
管巡查、监督执法和信息
共享等消防工作协作联动
机制，以“防”为主，以“消”
为补，全面提高各行各业
的自主安全意识。
大队大力推动教育、
民政、住建、文旅等行业部
门合作共赢，组织开展行
业系统内消防宣传教育培
训活动。持续开展上门服
务活动，开展社会面消防
法律法规和重要政策宣
讲，重点对消防从业人员、
消防安全重点岗位人员开
展消防专项能力培训和消
防职业技能培训。针对居
民自建房、沿街商铺、
“多
合一”场所消防安全和中
小企业经营者、个体工商
户等群体，结合实际组织
开展消防教育培训，教授
火灾报警、灭火器使用、疏
散逃生方法，提升自查自
改、自防自救能力。每年
2 月下旬至 4 月是宜兴的
采茶季，外来采茶工大量
涌入，大队深入各茶场进
行消防宣传和培训，提高

采茶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坚决防患
于未“燃”。四年来，大队
已累计组织开展消防培训
360 余次。
同时，大队寓宣于查，
推动市公安局将派出所消
防监管纳入考核内容，将
消防安全培训纳入公安社
区民警轮训内容，在全市
推广“警务站+微型消防
站”模式，提升基层消防管
理水平。积极发挥消委会
统筹协调作用，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每月对乡镇下
发工作交办单，在重要时
间节点对各乡镇和行业监
管部门下发工作提醒、火
灾警示函和抄告函。市消
安办结合火灾形势和季节
特点下发火灾预警、五一
消防工作提示等各类消防
警示函件，会同市文体广
电旅游部门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节日期间旅游景
区及民宿、农家乐消防安
全防控的通知》。针对采
茶季、学校、高层民用建筑
等重要节点和重点行业领
域不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着力提升消防安全监
管水平。
如今，消防安全宣传
这张网越织越密，也让我
市火灾总数逐年下降，火
灾形势明显好转，更让广
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
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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