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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蛟河市消防救
援大队组织社区物业相关负
责人深入辖区高层住宅小区
开展帮扶指导工作，大队监督
员认真查看了该小区消防安
全责任制和消防安全管理措
施是否落实并进行督导。大
队监督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要切实规范消防车通道管理，

二要不断提升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水平，三要严格落实节日
期间火灾防范措施。通过此
次指导，及时消除了高层住宅
小区内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
增强了物业单位对消防安全
工作的重视，为辖区构筑平安
和谐的消防安全环境打下坚
实基础。 李强李雨霖

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高层住宅开展帮扶指导工作

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作战训练安全专项督查

6月15日，吉林市消防救
援支队副政委杨万喜深入蛟
河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作战
训练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工
作。督察组对蛟河天津街消
防救援站开展临机拉动，查
看人员在岗在位情况。杨万
喜就如何进一步做好作战训
练安全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

是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
化安全意识。二是坚决不能
触碰安全红线，发现苗头及
时消灭。三是针对督察情
况，及时查漏补缺。在本次
督导检查中暴露出来的问
题，要及时整改更正，克服麻
痹大意思想，切实维护作战训
练各项安全。 周星辰

磐石市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消防志愿者开展村屯消防宣传活动

近日，磐石市消防救援大
队监督员组织消防志愿者开
展消防宣传进村屯活动。活
动中，志愿者向村民发放印
有防火知识、逃生自救知识
等内容的宣传单。针对夏季
火灾的特点，为村民讲解了
预防农村火灾的重要性，向群
众介绍家庭火灾预防重点、初

期火灾扑救常识以及发生火
灾后如何自救逃生，将家庭防
火知识带到每一户家庭中，并
提醒大家要注意家用电器的
使用，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并
积极指导农民们开展火灾隐
患排查，营造家家户户重视消
防、人人积极参与消防工作的
浓厚氛围。 杜丽

磐石市消防救援大队
走进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6月 15日，磐石市消防
救援大队走进企业单位开展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活动。培
训期间，大队宣传人员结合
近期全国各地发生的多起火
灾案例，重点强调了在夏季
火灾高发季节中火灾预防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根
据单位实际情况就日常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逃生自救的
基本技能等多方面内容对单
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讲解培
训，及时把各类隐患问题消
除在萌芽阶段。通过此次培
训，有效增强了辖区单位的
消防安全意识，为“安全生产
月”开展各项活动打下了坚
实基础。 杜丽

磐石市消防救援大队
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消防产品监督检查

近日，磐石市消防救援大
队对辖区内养老机构开展消
防产品监督检查。此次检查
加强了对辖区单位的消防产
品使用领域的检查，以室内
外消火栓、消防水带、灭火器
以及应急照明灯等消防产品
为整治重点，检查人员重点
对产品是否符合认证、认可

规定和产品的标准要求。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大队依法
对存在隐患的单位下发了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各
单位限期整改，还要求单位
负责人对购置的消防产品要
严格把关及管理好，决不能
为了降低成本而购买劣质消
防产品。 杜丽

磐石市消防救援大队
会同教育局联合开展学校复学前消防安全检查

6月 10日，磐石市消防
救援大队会同教育局组成联
合检查组，对辖区中、小学校
复学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
导工作。检查期间，检查组听
取各校园负责人对消防安全
工作情况的介绍，重点就消防
宣传工作、隐患排查、消防巡
查等工作进行现场指导，消

防安全制度和日常防火巡查
工作是否落实消防安全管理
要求进行实地检查。针对检
查发现的火灾隐患，检查组
一一指出，责令相关负责人
立即整改，对于不能立即整
改的，函告教育部门督促其
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确保校
园消防安全无事故。 杜丽

长春公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七车队
驾驶员拾金不昧受赞誉

6月20日下午，在G235
路终点站发生了温暖人心的
一幕，一中年妇女手握着
G235路驾驶员于洪章师傅的
手，激动地说：“终于见到您
了，谢谢您拾金不昧”。该乘
客表示，当日下午乘坐G235
路公交车时，不慎将钱包、钥
匙、手机遗落在公交车上，驾

驶员于师傅打扫车厢时在座
位上拾到了，将包裹交给同事
穆亮员转交给失主。长春公
交集团北达汽车公司七车队
每天都会发生类似这样拾金
不昧的事情，他们认真履行自
己的职责，践行“安全、便利、
舒适、快捷”的公交服务承诺，
传递社会正能量。

6月20日上午，一场惊心动魄
的航空紧急医学救援演练，在吉林
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吉林）停机坪上演。

此次救援演练模拟省内受台风
影响，多日持续暴雨，引发局部洪
涝灾害，多个村庄房屋严重损毁。
有疑似心肌梗死群众被洪水围困，
亟须紧急救治，常规交通工具无法
快速抵达围困地点。在患者乘机
前，省应急指挥部门与该院应急指
挥中心调度已提前进行有效沟
通。该院急救医学科医护人员提
前备好转运推车和急救设备，守在
停机坪等待接机。与此同时，该院
胸痛中心团队在导管室内，也做好
了充足的急救准备。当应急救援
直升机平稳降落在停机坪后，医护
人员迅速将患者接下，转至转运推
车上，期间，医护人员持续观察患
者生命体征。仅在2分钟时间里，
完成了全部转运过程。随后，医护
人员经绿色通道，把患者推进导管
室进行造影检查和进一步治疗，整
个救援演练实现了医疗紧急抢救

的空地无缝衔接。
“通过此次演练，将进一步提

高医护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航空
紧急医学救援能力，最大限度地保
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吉林大学中
日联谊医院副院长顾锐表示，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吉林）落成后，

该院全新打造了急诊和重症医学
科，并建立了应急指挥中心，全面
保障有航空转运需求的急救患者，
能在最快时间内得到及时有效救
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朴松莲
医院供图

为进一步提升园区景观，改
善水体生态，增强游客的观展体
验，长春动植物公园于近期在园
区内人工湖面外放了 15 只黑天
鹅和 70 余只绿头鸭。并在附近
设置了固定的动物饲料投喂点，
每天定时投喂饲料，观察、记录动
物健康状况。

现在，湖面散放的黑天鹅和
绿头鸭，已经成为园区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每天有大批游客在此
驻足观赏并摄影留念。不仅提升
了园区景观，增加游客的观展体
验，还有效地改善了园区内湖水
的生态，有利于水体内的鱼类、植
物、有益微生物的和谐共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公
园供图

航空紧急医学救援演练
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展开

长春动植物公园长春动植物公园
黑天鹅黑天鹅、、绿头鸭湖面散放绿头鸭湖面散放

珲春：擦亮候鸟迁徙的“星级驿站”
6月中旬，吉林省珲春市敬信镇

九沙坪村，连片的水稻插秧完毕，42
岁的村民林魁正忙着除草，今年是
他种植大雁米的第九年。

“大雁米因保护大雁而得名。
为避免大雁误食带有农药和化肥的
稻谷，在种植过程中，我们放弃使用
农药和化肥，避免污染水体和土
壤。”林魁说。

珲春市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图们
江下游。九沙坪村所在的敬信湿
地，江河贯穿，湖泊星罗棋布，既是
水稻优质产地，也是候鸟迁徙“星级
驿站”，多条候鸟迁徙路线在此交
会。

林魁记得，过去人鸟矛盾大。
春秋两季，数十万只主要由雁类组
成的候鸟“大军”在敬信湿地停歇，
虽然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候
鸟经过时，会踩庄稼、取食稻米，被
村民称为“大厌”。候鸟越多，当地
村民损失越多。村民曾尝试用鞭
炮、鸟网驱赶候鸟。

当时，林魁和村里几个爱鸟的
朋友组成了护鸟队，进行巡护、救助
和宣传等护鸟工作，逢人就讲护鸟
知识，但效果并不明显。

“老百姓确实蒙受损失，候鸟也
确实需要好的环境，怎么能有两全
其美的办法呢？”这个问题曾苦苦困
扰护鸟队。直到2013年，来这里考
察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家解
焱提出了解决方案：生态种植。

“用人工除草代替农药，用候鸟
留下的粪便代替化肥，这样鸟儿可
以安心停留，村民可以种出经济价
值更高的产品。”解焱说。

当其他人还抱有疑虑的时候，
林魁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当年秋收，他算了一笔账。“不
用化肥产量下降了一些，候鸟停留
损失了一些，但是留下了有机肥料，
而且这样种出的大米市场更认可，
价格高出四五倍，我的收益比往年
更高。”林魁说。

从不适应离开农药和化肥，到
逐渐掌握生态种植技术；从人工除
草，到通过养殖鸭子来“除草”，大雁
米产量和品质不断提高，还销往北
京、上海等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
入大雁米种植队伍。

2015年，九沙坪村成立了珲春
市大雁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与珲春
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等组织合作推

广，创建了品牌，大雁米的名声越来
越响亮，许多外地的老客户从春耕
开始就预订大雁米。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敬信
湿地的候鸟种类越来越多，不仅有
寻常的白额雁、豆雁等，还有白尾海
雕、虎头海雕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这几年，每到迁徙季，四面八方
的人就会和候鸟一样，成群结队地
赶来，一睹候鸟风采。“敬信湿地的
鸟很有名，又多又漂亮。”北京摄影
爱好者张延说，他总要约上朋友来
九沙坪村住上一周，一边拍鸟，一边
游玩。

候鸟带来了“流量”，“观鸟经
济”在九沙坪村悄然兴起。村里顺
势发展起特色旅游产业，不少村民
经营起餐饮、住宿等项目。“鸟多了，
人来了，生活更好了。”村民肖建华
说。

“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于自然
保护，才能更好地投身自然保护。”
解焱说。

如今，九沙坪村护鸟队的成员
越来越多。“守护鸟，守护土地，就是
守护我们的家乡。”林魁说。

新华社记者 邵美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