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丹阳网事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周娜 组版：孔美霞 校对：木子

无锡燃气爆炸引丹阳网友热议

燃气起火先灭燃气起火先灭火还是先关阀火还是先关阀？？
权威答案来了权威答案来了！！

10月13日，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一小吃

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10人受

伤。这再次引起了丹阳网友们对于燃气安全的讨

论，其中“燃气起火先灭火还是先关阀”成为大家的

讨论热点。为此，记者采访了我市开发区消防大队

的指导员吴云飞。

据吴指导员介绍，液化气
钢瓶一旦着火，可以根据现场
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一
般是选择先关阀门。

第一种情况：在液化气钢
瓶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
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网
上流传的“先灭火、后关阀，否
则会回火导致爆炸”的情况，在
液化气钢瓶着火时是不会发生
的。只有在燃气管道着火时，
快速关阀才会导致管道里压力
快速下降，把火压到管道里去
造成回火。

第二种情况：如果着火的
液化气钢瓶的阀门损坏，可以
不灭火，先把液化气钢瓶拎到空
旷地带站立放置，再用水冷却瓶
身，等待液化气燃烧完毕即可；
烧着的液化气钢瓶如果在居民
家中无法转移，可以报警。

第三种情况：如果液化气
钢瓶横向倒地燃烧，钢瓶容易
被火焰加热，到达一定温度后，
瓶内的液化气受热膨胀，瓶体
容易发生物理爆炸。这时要第
一时间撤离，拨打 119 报警电
话，等待消防员到场处置。

操作步骤需看具体情况操作步骤需看具体情况
一般先关阀门一般先关阀门

无锡燃气爆炸事件发生后，网
友们也曾担心身边的大小餐馆等场
所是否存在相关隐患。对此，吴指
导员向记者介绍：“在全市范围内，
我们对使用液化气瓶的公共场所都
会有定期的检查。首先我们会要求
设置有液化气瓶的这个房间必须是
一个独立的空间，也就是有墙体将
它与其它空间隔离开来，且周围没
有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其次这些商
家购买液化气瓶和充气、维护的厂
家必须是合法正规的厂家。”

吴指导员认为，商家和居民家

中发生燃气相关的事故主要有三个
原因：一是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不
够，在使用前后没有做好相关设备
的安全检查，没有养成良好的使用
习惯。二是设备自身出现了问题，
比如不正规厂家生产的钢瓶本身的
质量问题，阀门和皮管以及家庭天
然气管道没有做定期检查，老化后
没有及时更换等等。三是燃气正在
使用时人员离场。最典型的有家庭
在炖煮食物时人员离开，最后忘记
关火，轻则损坏灶具，重则造成火灾
或爆炸。

我市已有相关长效监管机制我市已有相关长效监管机制，，
市民仍需加强安全意识市民仍需加强安全意识

据了解，由于天然气管道的普
及，液化气钢瓶这种相对更加危险
的设备在我市商家和民宅内的使
用率正在逐年下降。但使用天然
气也并不能说绝对安全。

燃气爆炸分为物理爆炸和化
学爆炸，使用天然气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钢瓶受热发生的物理爆炸，但
如果气体通过阀门或破损的管道
一直泄漏，与空气混合生成易爆的
混合物，如果再遇到火源仍然会发
生化学爆炸，危险是增大的。

据我市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除了管道老化、外出
时不关紧阀门、做饭时长时间离开
这些常见的危险操作，不注意厨房
通风、在管道上悬挂物品和燃气灶

具点不着火时反复打火等错误操
作也是家庭使用天然气的安全隐
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独
自做饭的老人，使用燃气时千万不
要长时间离开，点火如果连续打不
着一定要停顿一会儿等溢出的天
然气消散后再继续点火，同时厨房
间要保持良好的通风。

最后再向读者们强调一次，不
管是液化气还是天然气，当发生泄
漏时，第一反应都应该是立即关闭
阀门。关阀时用尽可能厚的湿毛
巾保护手部避免灼伤，无法关闭阀
门或不确定怎样处理是时一定要
参考上文及时进行转移钢瓶或撤
离、报警等操作。

天然气相对安全天然气相对安全，，但也不是万无一失但也不是万无一失

本报记者 小汤

我市消防部门会对使用液化气瓶的单位进行例行检查 吴云飞 摄

做饭切莫长时间离开 液化气瓶不可倒置或放置多个

阀门拧紧，长时间出门要关闭 遇泄露要通风，切勿使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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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近日，一段关于
我市一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明
目张胆入室盗窃的视频在微信
朋友圈中被广泛转发，该视频
拍下了男子作案偷盗的全过
程。19 日，记者从警方获悉，
这名明目张胆的小偷已被抓
获。

在这段标题为《猖狂！丹
阳一男子在光天化日、屋中有
人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入室盗
窃，监控拍下全过程！》的视频
中，记者看到，一平头中年男
子先是鬼鬼祟祟地走进了一家
公司内，然后在格子间的办公
室内靠门处盗走了一只包，里
面有大量现金及银行卡、身份
证等。

其中，最让人不可思议的
是，在小偷偷盗时，相邻格子中
一名年轻女子正低头办公，两人
仅相距一米左右。如此在眼皮
子底下行窃的男子，真可称为

“史上最胆大的毛贼”。
看了这段视频后，有不少市

民都在下方留言，大家主要是担
心万一小偷被年轻女子发现了，
事情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展开
一场激烈的搏斗？

受害人小庞告诉记者，事情

就发生在自己的公司内。16日
晚上，他发现自己的背包不见
了，起初以为掉同事车上了，但
同事表示并未见其包，于是他就
调阅了监控。

看到监控后，小庞大吃一
惊！监控显示，15日下午4时30
分，办公室内进来一小偷。当
时，一名女同事正在埋头核对账
目，因为账目较多，加上核对时
需要专心，所以期间她一直没有
抬过头。小庞说，就在这十分钟
左右的时间里，小偷居然蹑手蹑
脚四进四出，最终神不知鬼不觉
地把包给盗了。

17 日早晨，小庞立即报了
警，得知此人竟是一名惯犯，已
有多人遭殃。为此，小庞特意在
朋友圈发了记录下小偷整个行
窃过程的视频及截图，希望给大
家提个醒。

19日，记者从警方获悉，10
月17日上午8时许，南环路派出
所接警后，立即受理该案并展开
调查。经调取案发现场监控进
行研判分析，办案人员很快确认
了嫌疑人的身份和其经常出没
的地点。10 月 18 日中午 11 时
许，办案人员通过伏击守候，成
功将嫌疑人王某某抓获。经审
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交代，自

2019年 8月份以来，他先后窜至
太阳城、华南、北环路、开发区等
地，采取趁隙手段，入室窃取财
物，共计作案13起。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
中。

【新闻链接】

警方提示入室盗窃如何防

范：

1、出门务必关好门窗，反锁
防盗门，不将钥匙存放在门前脚
垫下、花盆里等自以为安全的地
方。

2、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
及贵重物品，存折、贵重物品不
要与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放在一
起。

3、楼内发现可疑人员，应提
高警惕，核实身份。

4、夜晚睡前务必从室内用
钥匙反锁防盗门，并将钥匙与锁
孔处于垂直状态，可减少被技术
开锁入室盗窃风险。

5、夜晚睡觉不要将放有钱
包的外套、手提包放置在室内靠
窗的醒目位置，谨防被钓鱼盗
窃。

6、邻里相互守望，遇可疑情
况互相提醒，遇到危险互相帮
助。

小偷四进四出在眼皮底下盗走背包
办案人员伏击守候，抓获此“史上最胆大的毛贼”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18
日上午，一中年男子焚烧枯枝导
致小树林迅速起火。危急时刻，
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辅警邢锁
方看到这一险情后，临危不乱，
一边将中年男子劝离火场，一边
报警并利用现场枯枝进行扑
救。10分钟后，闻讯赶来的高新
区巡防队员和消防官兵合力扑
救，大火终于被扑灭。

当天上午 10时 40分许，市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辅警邢锁方
巡逻至云阳街道迈村新城东侧
时，发现南边一处 30 多亩的小
树林中突然冒起滚滚浓烟。邢
锁方猜测肯定是树林着火了，便
立即赶了过去，发现一名 50 岁
左右的男子正在焚烧枯枝，明火
引燃了旁边树林中的小树，在风
的助力下，火势越来越大，并直
往小树林里窜。此时，中年男子
已完全控制不住火势，且有发生
大火灾的可能性。

“如果该男子继续在现场，

会有被烧伤或者窒息的危险，于
是我立即报警并将男子拉离火
场。”紧接着，邢锁方拿起一根大
树枝奋力灭火，尽量不让火焰朝
小树林深处蔓延。但由于天气
干燥，小树林边缘的几株小树被
引燃后，火焰的高温烤得他难以
靠近，而使用树枝进行扑救收效
甚微。危急关头，高新区巡防队
员和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
经过大家 10 多分钟的奋力扑
救，大火终于被扑灭。

事后，因焚烧枯枝导致小树
林着火的中年男子被南环路派
出所民警带回所里。而在大火
被扑灭后，累得满头大汗、脸上

沾满焦灰的邢锁方又返回巡逻
执勤岗位，继续投入到工作之
中。

对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在天气干燥的时节，不要随意焚
烧垃圾、枯木等易燃物品，以防
火情失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

巡逻途中遇树林起火
辅警消防员合力扑救

图片新闻

近日，吕叔湘中学退休党支部及退教协走访慰问了该校已退
休的党员教师，给他们送去了慰问品以及相关刊物，让久病老党
员、有特殊困难的老教师真切感受大家对他们的关爱之情。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君磊 摄）

为给市民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干净的生活环境，近日，城管部
门加大了全市范围内的扬尘治理整治工作，多措并举管控扬尘污
染。图为执法人员在督促工地施工方清洗车辆，防止车辆带土上
路。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王芳 摄）

近日，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的70位群友在总队长丁斌的带领
下，来到丹北镇雀梅墩烈士陵园缅怀革命烈士，并齐心协力将陵
园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张中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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