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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组合拳推动电动自行车火灾综合治理取得实效

嘉定重拳打击电瓶车非法改装等乱象
在全面排查、滚动更新基础上，

嘉定消防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开展地毯式、不间断执法检查，建
立了全区 190 余家电动自行车生
产、销售、维修单位“一店一表”，逐
一进行法律告知和责任签约。

针对辖区 17 家快递外卖企
业，要求企业自购车辆一律在国标
目录内选择，统一建设充电换电设
施，业务外包需骑手自备车辆的，
提醒督促外包企业及注册平台对
骑手进行安全告知，提醒注意一律
户外充电、不得违规改装加装电瓶
等事项，并结合全区 8000 余名骑
手群体的变动情况，及时跟进宣传
告知。

嘉定消防联合公安、市场等部
门建立了电动自行车火灾调查协作
和“三个一律”机制，即“对电动自
行车火灾一律开展延伸调查，追根
溯源；对购买改装超标非标锂电池
过失引起火灾的车主一律行政拘
留；对销售假冒伪劣锂电池网点相
关负责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安亭、南翔、江桥镇发生的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灵活运用识
别车架号、调取公共视频、调查走访
周边群众等手段，查清使用人、销售
维修网点和供应商，累计开展 4 起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延伸调查，查
封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及供应仓库
4家，查扣超标非标锂电池 2000 余
箱、电动自行车 400 余辆，刑事拘
留非法改装、销售超标非标电动自
行车电瓶人员 6 人，行政拘留购

买、使用超标非标电瓶引发火灾人
员 3人，对违法行为形成了强大社
会震慑。

为大力普及火灾危害性，嘉定
消防召开了全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警
示现场会，推动 12 个街镇将电动
自行车VR体验、非标超标电池展
示、邀请专家讲解等环节融入 119
消防主题日活动。
同时，积极发动街镇安全办、微

型消防站等平台和消防志愿者、物
业保安等群体开展消防进社区、进
单位 3800 余次，推送各类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常识 600 余条，制作
“江”小全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警
示宣传片，提请以区政府名义印发
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通告 5 万余
份，进一步提升市民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

结合“美丽家园”实事计划，
嘉定消防会同房管部门在老式小
区新建了 32 处电动自行车集中
充电场所，督促物业企业规范管理
全区 180 处老式居民小区充电场
所，引导群众规范停放，并对履职
不到位的 9 家物业企业予以处
罚。

65岁的王阿姨青村本地人，每
天傍晚便着手打扮自己，然后骑助
动车去跳广场舞。“以前我们跳广
场舞，场地都要自己去抢的。”王阿
姨说，“大家讲好的，每天都要安排
人提前来抢场地，就是把助动车停
在广场上的某些区域，就代表了这
块场地是我们的。等人到齐了，就开
喇叭跳广场舞了。”

因为大家都要提前来抢场地，
于是体育广场上的大爷大妈们来得
越来越早，有时下午 4 点就能看到
一字排开的助动车，有些来晚了的
广场舞大爷大妈还要抢地盘，各种
争吵天天都有。
到了跳广场舞时，只要这边音

响开得响一点，那边马上就要开得
更加响。王阿姨说，“其实天天来跳
广场舞的就那么几支队伍，大家之
间要‘别苗头’，所以显得一片混
乱，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面对广场舞导致的噪音扰民的
大量投诉，如何让广场舞文明规范
起来？为此，青村镇青韵居委会书记
沈洪带着居委干部实地考察了解情

况，“青村镇的两个广场都在我们
辖区内，也就是说全镇跳广场舞的
居民都要集聚到这两个广场来。”
大家认为，广场舞乱象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缺乏一套规范且被居民
认可的管理制度和引导办法。于是，
青村镇的青韵商户联盟牵头正式成
立了广场舞协会，并根据实际情况
编制了《青韵社区广场舞团队告知
书》，凡是在广场跳舞的队伍都要
加入协会并签署承诺书。
刚开始，一位“高嗓门”大爷总

是唱反调：“镇里就两个广场，我们
只能来这里跳舞，不然去哪里呢？”
居委干部和青韵商户联盟的志

愿者反复地给大家做工作，不是不
让跳，关键要文明有序地跳，不要打
扰周围居民的生活。
“高嗓门”大爷看了“告知书”

后，态度开始有了大转变：“其实，
大家划分好跳舞的场地也蛮好，这
样就不用提早来抢地盘了。将心比
心，要是我家住在广场旁边，噪音那
多大也会很烦的。”最终，“高嗓

门”大爷不仅认可“告知书”，还主
动竞选广场舞协会副会长一职。

11 支广场舞队伍的人数不同，
需要的场地大小也不一，于是大家
坐下来共同协商。“高嗓门”大爷还
想出了广场舞管理的“金点子”：
“我觉得还应该控制音响音量
……”经过大家反复讨论，55 分贝
成了青村广场舞的音量最大值，各
支队伍的队长作为代表签下《青韵
社区 2020———2021 年广场舞团队
承诺书》等文件。

谁来监管 11 支广场舞队伍是
否真的履行了承诺呢？在体育广场、
法治广场周围有不少商家，这些商
家本来就有一个自发组建的社会公
益组织———青韵商户联盟，他们积
极参与社区事务。于是，商家联盟志
愿者便提出自愿来做监督员。
陈先生在体育广场边经营一家

小店，是一名志愿者监督员。每天晚
上，各支队伍有没有按区域跳舞、音
响分贝是否过大、环境卫生是否整
洁等等，他都会在一张评分表上按
照实际情况进行打分。如果出现考
核不达标的情况，居委会就会约谈
广场舞队长，如果不整改的就由相
应执法部门对其进行处罚。
一个月多来，青村镇的广场舞

逐渐变得有序起来，大爷大妈们每
天在 17:30-19:30 进行跳舞，音
量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居民投诉
也少了很多。

如今，11 支广场舞队伍变得越
来越规范有序。“高嗓门”大爷说，
“现在我们的舞台越来越大了，越来
越有面子了！再也不会因为争场地
这种小事动干戈了，大家要把舞练
好，以后争取去市里和全国展示！”

晨报记者 倪冬

通讯员 苏新

今年以来，本市共发生火
灾 3472 起，造成 51 人死亡、41
人受伤。 其中，电动自行车火
灾 386 起， 造成 20 人死亡、16
人受伤，可谓是今年上海火灾
的“第一杀手”。 近日，嘉定区
消防救援支队按照市、区防范
电动自行车火灾综合治理工

作部署，接连打出“行业监管、
延伸调查 、警示宣传 、硬件设
防 ”四组重拳 ，持续打击电动
自行车非法销售改装“乱象”，
有力夯实了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管理的基础。

记者 倪冬 通讯员 苏新

晨报讯 火场上，他是“急先
锋”；练兵场上，他是“拼命三
郎”；疫情防控期间，正在休假的
他身穿红马甲挨家挨户走访、测温
消杀执勤、耐心解答宣讲……他就
是嘉定区安亭消防救援站站长助
理季辛德。
在队站里，季辛德一直是队员

们心中的“老大哥”。作为站长助
理，他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时
时刻刻以“身教”代替“言教”，为
队员“领好路，带好头”。作为火场
上的“急先锋”，无论哪次出警，季
辛德始终冲在第一线。

2008 年大年初一发生一起
车辆落水事故，一名小孩被困车
内。由于天气寒冷，河水很深，救
援过程十分艰难，季辛德忍受着
冰冷刺骨的河水，成功把小孩救
出。
2013年，一家餐饮店发生火

灾，厨房内的液化气钢瓶塑料供气
管由于离灶头太近被引燃，液化气

正“哧哧”地往外泄漏。季辛德冒
着钢瓶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拧紧
阀门，提起钢瓶就往楼下跑，跑出
200多米后，将钢瓶放在了一个安
全的空地上。爆炸危险排除后，季
辛德脱下手套才发现，被炙热的钢
瓶烫出了水泡。
2015年，在一场居民火灾中，

一位八旬孤寡老人由于行动不便
被困火场，大火正处于猛烈燃烧阶
段，木质房梁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季辛德凭借丰富的经验，冒着生命
危险深入火场背出了老人，并带领
班组成员连续奋战几个小时将火
势扑灭。

从事消防工作 15 年来，季辛
德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生
与死的考验，先后荣获政府专职消
防员突出贡献奖 3次，先进个人 2
次，嘉奖 4 次，优秀共产党员 2
次，2018 年和 2020 年分别被总
队评为“申城消防卫士”入围对象
和候选对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
名政府专职消防员忠于职守、爱岗
敬业的职业精神。

经受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火场“急先锋”大火中背出八旬老人

音响分贝定下最大值，各支队伍签下履行“承诺书”……音乐一响健美舞姿扭起来

奉贤青村镇大爷大妈们广场舞跳出了“文明范儿”
晨报记者 荀澄敏

夜幕降临，大爷大妈们穿着整
齐划一的队服，音乐一响便开始扭
起了健美的舞姿……相比以前散
乱的个人广场舞，如今的广场舞可
谓有组织、有气势，各支广场舞队
伍之间还要“别苗头”。

“以前广场舞真的是太扰民
了！ ”家住奉贤区青村镇体育广场
旁小区的李阿姨说。 不过，最近楼
下广场舞的声音小了很多，李阿姨
说，“真的很惊喜！ ”

青村镇的广场舞大爷大妈为

何如此自觉？ 其治理文明广场舞有
何秘诀？ 记者日前进行了探访。 如今，青村镇的广场舞队伍变得越来越规范有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