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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晓港湾小学举行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学会冷静面对火灾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许浩程）

为增强

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

校园安全环境，10 月 11 日早上，海珠区

晓港湾小学在瑞宝花园校区举行了消

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800 多名师生和

职工体验了一把紧急的“火灾逃生”，从

中学习和掌握正确逃生以及使用防毒

面具、灭火器的方法。

仅 2分 02秒全体疏散完毕

此次消防演练模拟学校图书室出

现火情，包含应急疏散、理论授课、情境

体验三个环节。 演练开始前，学校进行

了相关组织和部署， 设立了组织协调

组，疏散引导组、抢险救护组、后勤保障

组和灭火行动组等，同时规划了每个班

级的集合区域和各楼层、走廊的负责老

师。

上午 8 时 30 分， 教室里传来琅琅

读书声，学生们都在认真上课。突然，教

学楼里冒出浓烟， 警报声随即响起，并

传来火警报告，要求全体人员根据指挥

迅速下楼，到大操场集合。

学生们纷纷用毛巾捂着嘴巴，弯着

腰，从各个楼梯口有序撤离。 2 分 02 秒

后，全体师生安全到达大操场。 老师检

查发现，一名三年级学生在疏散过程中

把鞋子弄丢了。老师教育同学们说：“当

你在逃生时，不管掉了什么东西，都不

要回头捡，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

师生学习灭火知识

疏散演练结束后，消防公司的专职

人员教大家使用防毒面具和干粉灭火

器。“使用防毒面具的步骤是打开盖子

拿出防毒面具，拔掉两个橡皮塞，对上

口型戴上面具，拉紧松紧带。 ”专职人员

提醒， 要将头发全部塞进面具里面，防

止漏气和头发引火。

随后，专职人员现场示范了如何使

用干粉灭火器灭火，强调要先颠倒灭火

器瓶身几次，然后拔掉保险销，再把瓶

身倾斜 45 度，选择上风位置，对准火苗

基部喷射才能有效灭火。跟着专业的指

导，学生、老师和职工在现场学会了正

确使用灭火器的要领。

晓港湾小学校长余灿涛表示，在此

次演练活动中， 全体师生配合默契，疏

散时做到了迅速、有序、安全，取得预期

效果，大家共同接受了一次生动的消防

安全教育。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从中

学会不少安全防护知识。 其中，一名五

年级的学生说道：“我学会了在发生火

灾时一定要冷静，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还学会了使用灭火器，这真的很有用。 ”

七旬老人半夜徘徊绿化带

居委会和物业设法“ 寻亲”将其送回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通讯员 张智强）

10 月 16 日凌晨

2 点， 大家早已进入梦乡， 但这

时， 一位七旬的老人却找不到回

家的路。 幸运的是， 在第三金碧

花园物业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

下， 老人最终安全回家。

记者了解到， 10 月 16 日凌

晨 2 点， 第三金碧花园物业工作

人员张传巡查时看到一位老人站

在绿化带前， 老人身上没有任何

通讯设备等物品， 且身体状况不

好， 思维不清。 张传报警后， 瑞

宝派出所民警来到现场协助。 老

人告诉工作人员， 这里就是她的

家， 不愿意跟随民警回派出所，

坚持留在小区不肯离开。

见此情况， 物业工作人员将

老人安置在小区保洁员休息室。

他们一直照看着老人， 让她休息

到早上再帮其寻找家人。 早上 8

点多， 一则“寻亲” 通知便在业

主群传播开来。 同时， 物业工作

人员将消息告知金碧南社区居委

会。

居委会工作人员得知情况

后， 马上前往小区将老人接到居

委会。 他们给老人买早餐， 还给

老人冲了热茶， 并陪老人聊天，

安抚她的情绪并仔细询问相关信

息； 通过网络不断帮老人找家人

……工作人员悉心照料着老人，

一个个举动令人暖心。

早上 11 点左右， 在大家的

齐心协作下， 终于联系到老人居

住地的社区居委会， 并通过他们

找到老人女儿， 将老人安全送回

家。

据了解 ， 老人今年 78 岁 ，

是沙园街居民， 记忆力差， 在外

走失已经一天多了。

1.

最好给老人配备通讯设备：即

使老人走丢， 也能立即用电话联系。

若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则最好

在其衣服内里别上一个

GPS

定位

器。

2.

给老人做一张联系卡：写上家

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等，让老人随

身携带。 这样一来，如果有好心人看

到了，就可以与家人联系了。

3.

每隔一段时间给老人拍生活

照，照片要能看清五官。 万一发现老

人走失，家人应马上报警并向警方提

供近期照片。

金碧都市广场瓦片脱落正修缮

街坊路过看好小孩切勿逗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

日前，

金碧东社区有居民反映，金碧都市广场

有几栋楼的天面顶层四角造型斜屋面

的西瓦（

西班牙瓦

）松动，部分已经脱

落，担心下暴雨或刮台风时掉下来砸伤

人。 在日常巡查中，金碧物业的工作人

员也发现了该问题。

据第一金碧花园工程部负责人介

绍， 金碧都市广场 48-53 栋于 2005 年

交楼，至今已有 14 年。楼顶瓦片主要起

装饰作用， 虽然期间进行过多次修补，

但由于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磨损脱落情

况严重。现在还有部分西瓦处于松动即

将脱落的状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为彻底消除该安全隐患，避免西瓦

脱落砸伤业主和行人，经过协商，由金

碧物业出资对金碧都市广场 48-53 栋

的天面塔楼进行翻新改造，将所有西瓦

片拆除，做防水层后对楼顶喷真石漆。

目前， 整个工程施工正有序推进。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先从天台地面往

屋面搭建棚架和防护网，现开始把西瓦

逐一拆下，做防水层，喷真石漆，现部分

楼栋天面已经完工。

记者了解到， 整个工程预计到 11

月 20 日完工。 由于施工期间现场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请各位街坊尽量避免在

天面施工现场逗留， 同时看好自家小

孩，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确保施工的顺

利完成。 请各位市民注意在近期，如果

路过金碧都市广场 48-53 栋附近，尽量

不要逗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通讯员

张少芳 ）

近期，瑞宝花园社区收到不少

居民投诉及反馈，小区已经有十来年没

有修剪树枝了，导致了影响居民家里采

光等问题。 10 月 22 日， 物业管理中心

针对安全隐患及遮挡采光的大树，进行

适度砍伐修剪处理。此次砍伐修剪消除

社区的安全隐患， 还低层住户一片光

明。 受到居民的一致叫好。

据了解，瑞宝花园小区内树木高大

又茂盛，严重遮挡住低层住户的采光和

通风， 有部分业主的阳台长年不见阳

光，并且有部分树枝已经有明显下垂及

出现倾斜等情况，有时虫子会顺着树枝

爬到居民家，对周边居民及房屋存在安

全隐患，经过居委会与物业管理中心多

次协调，对树枝进行了适度修剪。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修剪，小区道路

绿化整齐了， 居民楼采光也得到了改

善，小区环境变得更加规整美观，居民

们纷纷点赞，“不仅家里亮堂、 通风了，

而且还排除了安全隐患。 ”

瑞宝花园给树木“瘦身”

低层住户家里亮堂了

知多 D

防止老人走失的

常用方法

在演练过程中，师生们用毛巾捂着嘴巴，弯着腰迅速撤离

教学楼。 通讯员供图

金碧都市广场

维修施工正在有序

进行。

通讯员供图

物业工作人员搀扶七旬老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