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都不用走了，被人挤着就上去了。”
“别挤啦，人都快被挤成饺子皮儿了！”
1 月 5 日 是 元 旦 小 长 假 后 的 首 个 周

一。早高峰时段，记者在北京地铁宣武门
站的换乘通道里，被拥挤的人群裹挟着向
前挪动，身边乘客的自嘲声和指责声不绝
于耳。

宣武门站是北京地铁四号线和二号线
的换乘车站。高峰时段，这段目测长不足
50 米、宽约 3 米的换乘通道内挤得水泄不
通。低矮的天花板令人感到压抑，喇叭里
循环播放着安全提示，“乘客们请注意，由
于高峰期间换乘乘客较多，为了您的安全，
请您依照车站指示，有序行进，通过楼梯处
小心慢行，感谢您的配合。”

每天上下班都要在宣武门站换乘的王
女士说，“高峰时段走这个通道真是揪心，
希望车站能在通道里进行更醒目的安全提
示，比如出现紧急情况如何疏散、安全设施
的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等。”

作为北京较早运行的线路，地铁二号
线和一号线至今仍未安装屏蔽门。在二号

线宣武门站台候车区，多位公共文明引导
员提示乘客站在黄线区域内候车。引导员
赵惠云说，“在这种没有屏蔽门的站台上，
乘客和车站工作人员更得多留神。”

离开宣武门站，记者乘四号线换乘新
开通的七号线，来到北京西站地铁站。这
里携带行李搭乘扶梯出站的乘客较多，而
紧邻扶梯的“乘客乘梯须知”上明确写着，

“禁止使用折叠车等工具拖拉物品乘梯”。
车站一位安保人员说，“乘扶梯时行李滚落
非常危险，如遇紧急情况我们会制停扶梯，
建议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乘坐直梯。”

返回途中，记者乘坐七号线换乘四号
线，比较列车内部的安全提示，记者发现，

四号线列车更多使用文字和图例双提示。
包括车门上的“小心空隙”、“小心夹手”，车
厢上的“紧急时使用：1.向上推起外罩按下
按钮；2.对着通话器说话”、“紧急出口在列
车两侧”等。

对此，乘客付先生说，“如遇紧急情况，
肯定得分秒必争啊，中文提示比图形提示更
有利于快速反应。坐飞机的时候，起飞前都
有安全须知，建议地铁视频少播点广告和无
聊短片，多介绍乘车安全须知和应急预案，
最好能让安全意识成为乘客的条件反射。”

记者在角门西站下车继续采访，这里
是四号线和十号线的换乘车站。在四号线
站台上，记者看到两位身穿校服、戴着“京

港地铁服务大使”绶带的小伙子。据了解，
他们是在此参加社会实践的高中生。当被
问及如果发生火灾如何逃生时，其中一位
笑着说，“乘客一般都是问站的，这个问题
不太清楚。”

十号线角门西站西北出口的电梯特别
长，与电梯等高的楼梯有 5 段，每段都有约
18个台阶。安保人员周胜先说，“为了大家
的安全，乘客乘坐电梯时一定要遵守秩序、
自觉礼让、紧握扶手，如遇客流高峰，建议
有能力步行上台阶的乘客尽量分流。”

“北京地铁规划建设的时间跨度长，并
非一体设计，有些线路的各方面条件可能
不是很理想。”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
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董宏辉表
示，“要从人、机、环境三方面切实维护地铁
运行安全：通过加强保障、技术创新提升车
辆本身的可靠性；密切关注运行环境，包括
轨道、道岔、隧道等基础设施的安全情况；
对于人的因素，车站要通过各种措施引导
客流有序集散，乘客自身也要增强安全意
识，服从引导，遵守规则。”

春节前夕，是亲朋好友聚会的高峰期，
相约 KTV 是不少人的选择。可是您留意
过大众娱乐场所的安全隐患吗？在人口密
集的歌厅，一旦发生火灾该怎样逃生？记
者采访发现，尽管消费者对安全逃生常识
有一定了解，但多数人对娱乐场所的逃生
通道、消防措施等并不上心。

日前，记者走访了北京、石家庄多个
KTV 娱乐场所，观察到大部分经营场所均
设有较为清晰的逃生通道同时安放有灭火
设备，但仍有一些小型 KTV 存在话筒等线
路老化严重、安全通道不畅等问题。

石家庄市民李娅贞是一位“K 歌达
人”，消费娱乐的歌厅到底安不安全？她
几乎不清楚，“在歌厅里倒是见过灭火
器，可其他消防设施和安全出口，还真没
有留意过。”

像李娅贞这样的消费者并不在少数。

记者在北京海捞歌酷 KTV 大厅采访了几
位消费者，除了个别对娱乐场所消防、逃
生表示知道外，大多数都不清楚。“来 K
歌主要是图个开心，选 KTV 时，都是看
它的音响设备和包厢环境。”在附近小区
居民邵女士看来，消防安全并未在选店条
件之列。

数据显示，娱乐场所发生火灾，不会逃
生和逃生不当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
大部分消费者平时不会留意安全出口、疏

散通道的位置，普遍存在侥幸和盲从心理。
娱乐场所的安全隐患也源于一些不合

理的设计。记者来到位于石家庄槐安路上
的一家量贩式 KTV，这家 KTV 位于一栋
高层商业楼的 4 层。这家歌厅在一楼有一
个电梯入口，仅在侧面配有一个一米多宽
的逃生楼梯，如果 KTV 包厢内发生火灾，
客人仅能从狭窄的楼梯间撤到室外。据观
察，缺乏足够数量及空间的应急楼梯成为
公共娱乐场所的一大顽疾。

石家庄裕华区消防大队队长杨涛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歌厅等娱乐场所越来
越讲究豪华气派，采用大量木材、塑料、
纤维制品等可燃材料，用电设备多、着火
源多，直接导致火灾隐患大幅度增加，让
歌厅成为安全维护重地。”记者观察，多
数歌厅很少有独立的建筑，经营者一般都
是租用建筑物的一部分进行装修改造，这
些建筑内部的消防安全设计更需要相关部
门关注。

杨涛提醒消费者，为了生命安全，平时
应该多学习逃生知识，到了人口密集的娱
乐场所，最好提前熟悉那里的消防通道，同
时要注意观察以下细节：安全出口在哪里、
安全通道是否通畅、营业场所是否有消防
许可证、话筒是否漏电、室内线缆是否老
化、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是否符合消
防安全要求等。

地 铁：

安全设计存在短板
本报记者 张 双

电影院：

逃生通道不太畅通
本报记者 王 晋

上海踩踏事故、黑龙江哈尔滨仓库大火、云南

大理拱辰楼火灾，这些灾难让人心痛，更给全社会

敲响了警钟。平安、安全，在此刻显得更加珍贵。

灾难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格外惨痛。此时，除了追责，我们更应反思，城市

管理如何确保每个生命的安全？有哪些措施和手

段可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随着春节、元宵节将至，不少城市会举办大规

模的群众文化活动，不少公共场所也会人潮汹涌，

任何一个细小环节稍有不慎，都可能酿成灾难。

对这些活动，“一禁了之”治标不治本，更需要有关

部门增强公共安全的治理能力，绷紧安全这根弦，

提高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安全管理能级，确保各项

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到位。

要补上人流密集区的管理这一课。大型活动

组织者一般都会制订安全管理预案，加强警力配

备，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人流密集区和群众自

发集聚的地方，比如知名景点、商圈、影院等，还应

该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做好突发事件的预警，确保

快速反应，开辟专用应急车道，保证第一时间警力

和急救力量能够抵达。利用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

段，可以精准地对人流密集区的人流量进行预判，

一旦超过承载力就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采取封

闭街区等措施。

要补上公民安全意识教育这一课。在拥挤、

混乱的场所，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每个个体都显得

渺小无力。功夫要下在平时，应加强应急演练，补

上安全教育的缺失。通过各种渠道，让更多人了

解如何避免危险，如何有效防护，掌握正确的逃生

知识，才能避免死伤。

还需补上急救知识匮乏这一课。外滩踩踏事

故发生后，不少目击者疾呼，有的人参与了急救，

还有的帮运伤者，但由于缺乏相关训练，很可能造

成对伤者的二次伤害。在欧洲和日本，至少有

30%的人接受过急救培训，在北欧这一比例高达

60%至 70%，而我国受过急救培训的人不到 1%，甚

至在医务工作者中，也不是人人都会急救。当前，

应加大对公众的急救培训力度，使每个公民在救

护车到来前积极正确地开展自救，否则只能白白

耽误宝贵的急救时间。

安全，关系千家万户，也是每个人的新年心

愿。只有切实落实安全责任，增强安全意识，加大

安全教育，认真细致地摸排每个安全隐患，迅速采

取相应措施，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让城市因安全而

美好，让每个人过得平安幸福。

城市安全管理
亟待补课

雨 吟

幽暗的灯光、长长的走道、密集的人
群，正值《智取威虎山》、《博物馆奇妙夜 3》
等热门影片上映，各地电影院迎来了一年
的“黄金时段”，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是人
头攒动。

周末的晚上，北京地铁 5 号线蒲黄榆
站附近，博纳国际影城（方庄店）有不少人
在排队购票。方庄是北京住宅小区较密集
的社区，得地利之便，2011 年影城开业后
一直生意不错。“2014 年 12 月 31 日那天，
场场爆满，观众数量在 4000 人左右，平时
在 1000多人。”影城领班赵新怡说。

影城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共11个
影厅、1300 个座位，一层和地下一层是影
院，二、三层做餐饮。记者发现，第 6厅到第
11 厅均在地下一层。在一层购票后，影片
开演 10 分钟前，观众可以从一层检票处进
场。进入地下影厅，要经过楼梯下楼，楼梯
分3段，有近30级，进入地下后，有长长的走
道，有点儿迷宫的感觉。60 岁的赵忠坤老
人在孩子的带领下，2014年12月31日看了
一场《智取威虎山》，出场时差点走错了方

向。观众刘俐观影后，感觉在地下影厅观影
有安全隐患，不打算再来这里了。

1 月 5 日下午，记者实地探访这家影
院的消防安全设施。值班经理潘福斌领
着记者查看了安全出口标识、消防栓、灭
火器、烟雾探测器、监测探头、防火门等。
他说，影厅里全场禁烟，每个影厅门口都
有消防栓和灭火器，所有员工都进行了消
防知识培训，每天有专人负责影城的安全
设施检查，每半个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巡检
每个影厅。消防部门也会不定期抽查影
城，“事先不打招呼，发现问题，我们就及
时整改。”

影城的一层和地下一层分别有 3 个逃

生门，记者一一推开这些逃生门测试，发
现一处逃生门由于处于风口，很难推开，还
有一处地下的逃生门，上楼的楼梯转角处
堆了一些建筑材料，“二楼、三楼是餐厅，可
能是他们放在这里的。”潘福斌说。

家住宋家庄附近的李静告诉记者，“我
家离这里比较近，经常来这里看电影。每
场电影播放前，都会放映消防安全小片，我
都会认真看。每次看电影，我都会先看好
出口和逃生通道在哪里，这样遇到危险，也
不会太慌张。”

山西太原市民王丽向记者反映，“太原
很多商场的顶层设计为影院，疏散起来很
不方便，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很难想象，建

议把出口的门设计得宽一点儿。平时还要
多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和逃生演练。”

“影城里人群密集，是消防部门严格
审核的重点单位，消防部门会经常进行抽
查。”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原副总队长、
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李进在接受 《经济日
报》 记者采访时说，“老百姓要提高安全
意识，在地铁、超市、电影院、医院等人
员密集场所，一定要注意先熟悉一下地
形，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应该先走一
圈，同时注意禁烟。电影院一般有进出两
个口，进场后应该看一下绿色的出口标示
位置，逃生门应该是向外推，而不是向里
拉。平时，应该注意学习消防知识，学会
使用灭火器。”他疾呼，“年轻人喜欢扎
堆、爱凑热闹，越是这种情况，越要注意
安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当前，消防安
全教育演练应该成为‘新常态’。消防演
练要逼真，才能检查各方面的措施是否到
位。有些单位的消防演练仅是走走过场，
市民只是做做样子，万一遇到灾难再学就
晚了！”

娱乐场所：

消费者缺乏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孙 璇

近日发生的几起安全事故给

全 社 会 敲 响 警 钟 。 本 报 派 出 记

者，分头探访地铁站、地下电影

院、KTV 歌厅等人员密集场所，

调查安全保障措施是否到位——

警 惕 身 边 的 安 全 隐 患

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原副总队长、北京减灾
协会副会长李进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提
示居民注意安全。

“冬季是火灾高发期，百姓要提高安全意识，
居家时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李进说，

“现在每个家庭都有很多电器，要注意插座是否是
正规厂家生产的，临时拉接的电源插座就是安全
隐患；手机、电脑等充电结束要及时拔掉插座，不
要让插座长期处于充电状态，要注意插座周围是
否有可燃易燃物品；外出休假时，要注意关闭电
源、燃气阀门；平时要注意厨房的通风，注意检查
燃气管道是否有泄漏，冬季，在密闭的空间内，易
引发火灾；要注意家用化学品引发的爆炸，一些空
气清新剂、杀虫剂、发胶、香水等，如果放的位置不
当，也会引发事故，前不久就有家用烤箱烤着了空
气清新剂引发的爆炸事故发生，要注意存放要求，
远离明火；走廊里，不要堆放垃圾箱、纸制品等废
品，保证楼道畅通；高楼层的居民，要保持防烟防
火门常闭，否则一旦着火，火苗就会蹿得到处都
是；要定期检查小区的防火栓是否能正常使用，学
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在社区里，停车时不要堵在
消防通道上；小区的垃圾站要及时清理，不要在绿
化道上烧树叶。”

他建议，在人流密集处要设置成缓坡式通道，
不要设置成阶梯式。因为阶梯式通道，如无上下
顺序，高峰时人员容易对冲，造成混乱。

如何远离危险
本报记者 王 晋

近日，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公安局和教育局在

育英小学举办“消防演练进校园”活动，通过开展消

防逃生演练和消防知识讲解，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

识和自救能力。图为学生们在消防员的带领下进行

火灾逃生演练。

冯小敏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