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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璇 摄影 朱啸尘
通讯员 黄强）上周五，本报刊登了《春
秋园景观池塘要不要装上栏杆》一
文，没想到这个老城区的小游园关注
度还挺高，700余人参与投票表决，还
有50余人发来留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调查结果：过半市民认
为不需要装栏杆

从投票结果来看，523 人不同意
在景观池塘边上安装栏杆，192 人则
投了赞成票。

持反对意见的市民主要认为安
装栏杆影响公园景观，不应牺牲大部
分人对景观的需求去担负本应由家
长承担的安全责任。其中，网友“Me”
的留言获得了最多点赞：“看好孩子
是家长的责任，不是社会责任。”网友

“总监 www”的意见紧随其中：“（栏
杆）装了影响整体美观，如果真的没
有家长看护，小孩子还是要爬上去，
也是要掉下去，还是要加强监护。”

持赞成意见的市民则更看重安
全。网友“方”表示：“为了安全考虑，强
烈建议安装护栏，这个公园老人带孩子
的多，小孩跑起来很快的，老人根本追
不到，管牢孩子是家长的责任，但是有
什么办法呢，生活所迫，孩子还得麻烦
家里老人带。”网友“Miss Di”认为：“友
好社区，友好环境，对幼儿的成长至关
重要。建议安装护栏，保护小娃，也提
醒大娃。安全第一。保护孩子，家长有
责，社会更有责。”

在留言中，还有一部分市民表达
了“既要景观也要安全”的意见。网
友“米老鼠cn”留言：“装景观栏杆好，
既安全，也不失风景。”网友“hik”也表
示：“装好看点的栏杆好了。”

实地走访：园内带孩子
的老人居多

事实上，网友“方”的意见正是春

秋园景观池塘是否装栏杆的症结所
在：田园路、菜市街一带多为年代久
远的住宅小区，居民以老人居多，工
作日带娃的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这让池塘的安全问题格外
突出。

记者昨日上午在春秋园看到，因
为是上班时间，园内带着孩子玩耍的
基本都是退休的老人。

“孩子小，还没能上幼儿园，她
爸爸妈妈又要上班，平时白天都是
我和孩子爷爷带的。”周阿姨说，像
她这样帮子女带娃的老人还有不
少，有些两三岁的娃没有危险的概
念，公园改造好之后池塘没了遮挡，
确实有些心慌。“其实大一点的小孩
也不会往水边去，主要还是怕那些
毛毛头腿脚快，老人一下没跟住就
麻烦了。”

市政养护公司：将安装
临时栏杆

市政养护公司负责人非常感谢
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如果单纯从公园景观角度来
说，那毋庸置疑，这个护栏是不需要
装的。但是春秋园有一个特殊情况
——地处一个老旧小区中间，周边老
人特别多。本着从关爱‘一老一小’
的角度出发，再结合网友们的意见，
我们决定为这个池塘装上临时护
栏。一旦池塘外圈的灌木丛长成，形
成天然屏障后，我们将及时移除临时
护栏。”

据介绍，市政养护公司将在池塘
的西、南两侧装上临时护栏。为了尽
可能保持公园景观的和谐，临时护栏
将采用不锈钢仿竹景观护栏。

另外，市政养护公司还将进一
步优化公园南侧、即富春五小对面
的公园围栏，将其改造为可供接送
家长、行人休息的长凳式围栏，凸显
公园的人性化设置。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章楚楚）
河南通报安阳“11·21”火灾事故的火灾调
查初步结果。经核查，38人不幸遇难（包
括此前失联的2人）。初步判定，该起事故
是因企业人员违规操作，电焊引发火灾。

电焊火灾已经成为近年来多地火灾
引发的主要原因。今年11月初，杭州消防
公布一组今年以来的消防数据，除了常见
的电瓶车火灾以及电气火灾外，厂房火灾
数据有所上升。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
年杭州一共发生153起厂房火灾，其中67
起与厂房内违规电焊切割有关。

今年富阳辖区就曾发生过类似火险，
还有2人被拘留。

一厂房车间起火，两人被拘
今年 6 月 4 日下午 1 点 49 分，富阳区

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鹿山街道工业功
能区发生火灾，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很
快将明火扑灭，无人员伤亡。

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火灾事故展开调
查。火灾发生时，3名机修工在喷涂车间
内使用角磨机切割，火星掉落在水沟，引
燃水沟上面的油漆残渣，引发火灾。

消防救援人员勘验现场发现：现场过
火面积约100平方米，钢结构厂房喷漆房
顶部屋顶烧穿，厂房内有烟熏痕迹，烧毁
油漆、喷漆房和部分废料回收管道等。

根据现场勘验和调查询问等，认定包
某存在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
规定，冒险作业；韩某存在过失引起火灾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二项规定，被公安机关
处以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电焊作业的危险性
那么，电焊作业的危险性究竟在哪里

呢？
焊接的热传导引起火灾事故。由于

电焊作业的原理是通过电弧将金属熔化

后进行焊接，而在焊接过程中，温度高达
6000度以上，容易使焊件另一端接触的可
燃物着火。

高空掉落和焊渣飞溅。在焊接作业
中，炽热的火星到处飞溅。这些小火星温
度较高，当飞溅到可燃物上，可能造成火
灾；当接触到易爆气体时很可能引起爆
炸。

引起火灾不易被发现。一般焊割作
业点与起火部位不在一个立体层面，火灾
发生初期不易被发现。

短路引发可燃物起火。电焊机的电
源线在操作过程中经常拖拽、磨损，容易
造成线路损坏，易发生短路引发周围可燃
物起火。

最可怕的是“无证电焊”。自2021年8
月1日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

《规定》明确，在高层民用建筑内进行
电焊、气焊等明火作业，未履行动火审批
手续、进行公告，或者未落实消防现场监
护措施等7种违规行为，最高将面临10000
元罚款。而不少电焊引发的火灾背后，都

与电焊工无证上岗有关。往往由于无证
上岗导致技术不熟练，安全意识不强，才
增加了火灾发生的概率。

富阳消防针对河南安阳“11·21”火灾
事故正在开展专项检查。在此，也提醒各
家企业，工厂企业内易燃可燃材料多，一
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
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
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
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
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
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
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
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封或者使用
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场所、部位的。

河南安阳厂房火灾原因初步查明，富阳正在开展专项检查

消防提醒：切莫违规电焊切割
类似火险今年富阳就发生过，还有两人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李苏
洋）近日，富阳一位快递小哥有些郁闷，送
了一趟货，偏偏最贵的那个快递丢了。“价
值两万元呢，可得赔死我了。”报警时，小
哥郎先生欲哭无泪。银湖派出所盯了几
天监控，终于，好消息传来……

郎先生当天在清点包裹时，发现有个
快递没了，他翻遍整个仓库都没找到，赶
紧询问收件人，得知包裹价值两万元，吓
得直冒冷汗，赶紧报警求助。

郎先生回忆称，派送当天上午，他还
确定包裹在快递车上。民警排查后，猜测
可能是丢在了送件路上，于是立即安排视
频队员，仔细查看快递车经过的沿线监控
视频。

在高尔夫路路口的监控中，视频员发
现这辆快递车经过时，后车厢对开门其中
一扇敞开着，能看到内部的快递包裹。不
过，沿途追踪，并未发现快递掉下。

快递员到过不少地方，其中还有监控
盲区，快递究竟会掉到哪呢？在详细了解
后，民警得知，掉下的快递包裹用一个绿
色编织袋装着，体积较大，如果被捡走，应
该能在视频中找到线索。

于是，视频员继续“研究”快递员经过
的各路段监控。终于，在目不转睛几小时
后，有所发现：在高尔夫路和恩波大道交
叉口的加油站附近，一个大叔骑自行车通
过路口，车龙头上挂着个绿色编织袋。

“对对对，就是这个快递！”郎先生看

到民警发来的监控截图后，兴奋地回复。
紧接着，民警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监控
中骑自行车的大叔，是附近工地上的工
人，今年55岁。

民警立即上门寻人，结果一连去了两
次，这个大叔都外出了。过了两天，民警
第三次上门，才找到他。“真不好意思，我
捡到都不知道交给谁，一直放着呢。”见民
警上门，大叔赶紧拿出快递。

看到民警找回了快递，郎先生激动地
连连道谢。为了感激民警和视频队员连
日的努力，他特地做了面锦旗，抽空送到
了银湖派出所。“敬业正直 为民解忧，你们
担得起！”郎先生说。

市政养护公司
将安装临时护栏

待灌木丛长成后移除

《春秋园景观池塘要不要装上栏杆》后续

价值两万元的快递丢了 民警帮忙找回

吴立琴家庭：投身公益，让残缺的生命绽放光彩
记者 倪华华

人之所生者，行善是也。行善是中
华民族精神追求和哲学智慧的一个符
号，也是吴立琴家庭多年来的坚持。在
外人看来，吴立琴及配偶张善国是需要
关心关爱的残疾人，但他们却不以为
然，总是积极乐观地把做公益当成人生
最大的“事业”，相濡以沫，携手共进。
开设江南爱心书屋，成立江南爱心公益
……他们不因自身缺陷而颓废，心境高
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人、回报
社会。

该家庭先后被评为杭州市“最美家
庭”，杭州市文明家庭、浙江省“最美家
庭”、浙江省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
等荣誉称号。

启程：因妻子接触公益，因女
儿投身公益

走进吴立琴家中，庭院里花草多肉、
假山鱼池、磨盘茶台，景色雅致，房子朴
素干净。不论是门框上挂着的“江南爱
心之家”“光荣之家”等牌子，还是书架上
一摞摞红灿灿的荣誉证书，无不默默诠
释着这户家庭的不平凡。

妻子吴立琴由于小时候药物使用不
当，导致双耳失聪。但是身残志坚，不仅
在体育方面小有成绩，同时自学了摄影，

用镜头记录公益事业。丈夫张善国是一
名伤残退役军人，现在是富阳区江南爱
心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

“接触公益是因为我爱人。”张善国
说，大概是 2012 年，担任原富阳市聋人
协会副主席的妻子，经常要带听障朋友
出去活动，需要可以正常沟通的志愿者，
他便担任了这个角色。其间，张善国接
触到了阳光公益并主动加入。

“后来，想要做好公益是因为我女
儿。”张善国从事公益的初心很纯粹，因
为自己和妻子都是残疾人，他们希望女
儿能拥有更多爱心去帮助别人。于是，
张善国总是带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参
加各类公益活动。

成长：成立江南公益组织，开
设爱心书屋

身上有伤才知道别人的痛，才更有
同理心，愿意帮助别人。2014年7月，为
培育江南片区公益力量，为江南的老年
人、残疾人提供更便利、更优质的公益服
务，张善国和身边好友一起组建了江南
爱心公益组织。

成立之初，公益组织主要以各村
（社）的党员、大学生为主，仅 200 余人。
随着公益组织的口碑不断提升，影响力
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主动加
入。目前，江南爱心公益组织拥有 500

多名义工，承担“康乐夕阳·情暖春江”居
家养老乐龄行动公益创投项目，每月一
次走进春江街道7个村（社），为70岁以
上老人过集体生日、理发、义诊，全年服
务 2800 多位老年人。在富阳客运南站
常设“爱心湾”服务点，除帮助旅客拎行
李、兑换零钱外，还在夏天免费供应凉
茶、冬天送上热乎乎的姜茶。

在服务好老年人、残疾人的同时，
吴立琴一家始终把孩子牵挂在心上。“注
意到寒暑假，周边村很多孩子没有地方

去、也没有家长带，于是我们在自己家中
腾出位置，开设江南爱心书屋。”张善国
说，2017年爱心书屋成立之后，就成为了
孩子们节假日学习阅读之地。每年暑
期，他们都会邀请书法、语文老师等专业
人士前来，为孩子们进行免费辅导。“事
实证明做好事，利己利人。这个书屋不
仅给其他孩子提供了阅读的地方，也给
我自己的孩子提供了交流、学习的阵地，
也让他们从小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好品
质。”

成熟：常葆优良家风，提升公
益实效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这句出
自陶渊明笔下的诗句是吴立琴家庭的真
实写照，更是他们的优良家风。

“虽然我们文化水平不高，但都知道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能教好孩子。”张善
国说，妻子累的时候，他会把家务活做
好；他累的时候，妻子会给他倒上一杯
酒，让他“心里暖暖的”。

平时，村里有人灯泡、电器坏了或者
电脑中病毒了，吴立琴总是二话不说就
去帮忙。疫情严控期，全家更是总动员，
定期做包子、花卷、水饺、茶叶蛋等各种
各样的美食，送给在高速路口、村口和小
区门口值勤的党员干部、志愿者。复工
复产时，夫妻俩更是带着义工为滞销的
菜农收割蔬菜、吆喝卖菜，为菜农止损近
万元。父母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
子，一双儿女俨然已是小公益达人。女
儿张弛连续 4 年被评为“富阳区优秀红
领巾志愿者”。

“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就做好自
己；有能力时，就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张善国表示，接下来，他们一家将坚持不
懈做公益，常葆优良家风，影响并号召更
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公益事业中来，进一
步提高公益实效，为更多老年人、残疾人
和困境儿童提供精准、有效的帮助。

“五年奋进，共筑精彩人生”富阳区残联人物系列报道

吴立琴一家

漫画
王怀申

春秋园景观池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