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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位于山西忻州市五台县境内，

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共

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同时也是“世界五

大佛教圣地”之一。闻名海内外的五台山

其实不只是一座山，它是坐落于“华北屋

脊”之上的一系列山峰群，景区总面积达

2837平方公里，最高海拔3058米。

由于五台山寺院繁多，大多依山而建，
且多为木结构建筑，不仅存在诸多消防安
全隐患，还给灭火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与此同时，遇到旅游旺季和宗教活动时节，
众多游客、僧人聚集，随之也会增加消防安
全隐患。如果寺院防雷措施不到位，还有
可能因雷击导致火灾发生。为此，五台山
消防部门同当地佛教团体一起创新开展消
防安全工作，让这个清凉殊胜之地永呈
祥和。

编制防控“战时锦囊”

11 月 1 日上午在菩萨顶，一本印刷精
致、内容丰富的消防档案引起记者的注
意。档案封装精细，目录详细，包含基本情
况介绍、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用火用电点位
图、消防设施与疏散平面图、毗邻建筑示意
图等众多内容。

“这就是我们为寺院建立的消防档案，
也是支队开展‘一寺一档’建档工作中的一
项内容。”五台山消防大队大队长李岗拿起
档案介绍，“从档案里可以详细地看到整个
景区的消防设施分布情况和每一个寺院每
一座大殿的文物明细及保护措施。这样一
来，无论是平时检查，还是遇到突发情况灭
火救援，都可以针对每个寺院的具体情况

采取不同方法和措施。”
消防忻州支队在“一寺一档”建档工作

中制定了《年度消防工作计划记录表》，并
依托寺院管理人员和自身消防安全保卫力
量，做好日常防火巡查、每月消防工作例
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年度电气线路以及
消防设施全面检测等相关工作。同时，还
派专人深入每个寺院测绘出消防水源示意
图、毗邻建筑示意图、用火用电点位图、消
防设施与疏散平面示意图，确保每个寺院
及周边场所建筑物及消防信息全覆盖，让
基础档案真正发挥“平时是台账、战时是锦
囊”的作用。截至目前，已制定完成寺院基
础档案84家。

提升灭火救援实力

从菩萨顶一路向下，走不多远就到了
显通寺，这里正在施工。“寺院正在做管网
改造，改造后消火栓管道和暖气管道会铺
设在同一管道沟内。”五台山关帝庙主持、
消防宣传公益使者释妙荣介绍道：“这个方
法对解决五台山冬季太冷，消火栓管道容
易冻坏的问题非常有效。”

此外，显通寺、镇海寺、塔院寺、五
爷庙还积极探索在大殿安装简易喷淋、火
眼监控、厨房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经幡帷幔
阻燃处理等防灭火设备和技术，最大可能
地降低寺院发生火灾的风险。五台山消防
大队推动塔院寺自主安装配置了一个固定
式消防水炮和一个移动式消防水炮；推动
玉华寺、万佛洞、黛螺顶、菩萨顶等寺院建
设了消防水池，在居士林、白云寺、显字崖、
关帝庙、古佛寺设置了5个取水码头，同时
以显通寺 120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为供水

核心，在旁边设置消防水泵房、配备消防
器材装备，实现核心景区临时消防管网全
覆盖。

“通过建设消防水池和设置消防水泵
等，假如菩萨顶发生火灾，消防用水 5分钟
即可到达。”李岗胸有成竹地说，“全覆盖消
防管网加上已建成的 43 个微型消防站，消
防员3分钟到场处置初起火灾不是问题。”

最大限度减少隐患

“在五台山当消防员，有别于其他地
方，很多时候并没有火灾扑救任务，有的只
是执勤备战。中队许多队员从加入这个集
体到离开，几年时间里有的只处置过两三
起火警，见过的最大火情就是五爷庙前的
香火。曾经有人笑称我们是香炉下的消防
兵。”五台山消防中队带队干部王琦一边回
想自己在五台山中队的经历一边说。

去年农历五月十三，五台山万佛阁五
爷诞辰日，队员们一到场就在香炉四周围
起 10米见方的隔离栏，并且身着战斗服站
在围栏里引导香客将点燃的香投放到指定
位置。每隔 10分钟，队员们就拖着水带对
焚香堆出水降温。整整24小时，30余名队
员一直坚守，实在累得扛不住了，就轮着到
消防车里打个盹，然后再回到岗位。24 小
时共用了16车96吨水。

作为守护景区安全的平安使者，消防
队员除了紧张地执勤、训练，还承担着景区
内防火巡查任务，不仅要及时发现并消除
火灾隐患，还要宣传消防知识，维护安装消
防标语。由于五台山地势条件所限，很多
时候队员们巡查时需要徒步行走，一趟走
下来经常是两万多步。为了更好地与僧人
们沟通，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不少队员还
主动学起了佛教知识。

在消防部门的努力下，五台山火灾防
控能力逐步提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火灾
隐患和火灾危害，确保了景区火灾形势稳
定，为景区及游客创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
环境。

筑起文物古建筑安全防火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樊勇吉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中部平遥县，始建于西

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

被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

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

得成功的两座古城之一。由于古城独特的建

筑结构特点，且绝大多数房屋属于老旧房屋，

再加上古城内街道狭窄、业态复杂等问题，给

消防安全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挑战中蕴含

着机遇，考量着胆识与魄力，在保护文物古建

筑大考中，平遥消防交上了这样一份答卷。

走在平遥古城的大街小巷，细心的人会
发现，无论是居民家还是商铺内，电线都经过
穿管处理。客栈内除灭火器、防烟面具、消防
器材箱以外，每一个房间都安装有烟感报警
器。“随着平遥古城知名度与日俱增，前往平
遥参观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也使得平遥古
城的火灾防控任务愈发艰巨。”平遥县副县
长、公安局长范耀宏介绍说：“近年来，平遥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古城消防安全，从人防、
物防、技防等方面入手全力推动多项消防安
全措施落地，全面夯实古城消防安全基础。”

科技智慧融入消防

“把插头插在插座上，按步骤操作，投币
就可以了。”10月31日下午，花园街充电站管
理员侯爱媛正在指导一名电动自行车存放者
充电。

由于平遥古城内禁止汽车通行，很多在古
城居住的人以及商铺经营户都会用电动自行
车作为代步工具，一来方便出行，二来可以在
古城的小街小巷中自如穿梭。但是，随意停放
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现象，无疑给古城带来了很
大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平遥县消防大队
提请县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在平遥古城5个电
动自行车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置集中充电站，可
同时满足50辆电动自行车充电，每个充电站都
实现了通电时间管理，使用者投入硬币或刷IC
卡即可充电，并且还可以通过充电桩的智能断

电保护功能，实现充电完成后自动断电，确保
电动自行车不会因过充导致火灾。

“随着科技发展，很多工作都在向智能化
发展，防火工作也不例外。”平遥县消防大队
大队长程伟介绍，“近年来我们一直把‘智慧
消防’建设同当前消防重点工作相结合，把平
遥电影宫作为试点单位，完成了城市物联网
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安装试运行。截至目
前，已在县衙、城墙、电影宫、双林寺、日升昌
等处安装智慧用电产品 50台，为古城县衙博
物馆、票号博物馆以及 10家沿街商铺免费安
装了15处智能无线独立式烟感报警器。”

基础设施全面夯实

“科技助力，让消防工作事半功倍，但消
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防装备建设同样重要。”
范耀宏表示，近年来县委、县政府以基础设施
建设、消防装备、队伍建设为重点，实施一系
列提升消防安全防控能力的治本工程。

在道路新改建项目中，全部按标准配建
了消防设施，古城内市政消防栓总数达到220
处；投资近亿元实施古城电力主管网增容改
造工程；投资 580 余万元建设古城消防加压
泵站及 1800立方米蓄水池，有效解决了用水
高峰期古城消防水压达不到要求的问题；投
资320多万元对古城内6700户、4400个居民
院落的电力线路全面整治；投资12.09万元为
古城内 60 处室外消火栓配备水枪、水带、撬
棍和钥匙；投资近百万元为古城居民免费发
放灭火器 9088 具、灭火器存放箱 4689 个，并
按规范年度维护，保证消防器材能够正常使
用；投资 50余万元为古城消防中队配置全地
形细水雾消防摩托车两辆、小型消防车一辆，
消防部队火灾扑救、后勤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古城内小街小巷居多，大型消防车辆根
本无法通行。正是这些适合古城实际情况的
消防车辆装备，才让我们平时的工作更加得
心应手。”平遥古城消防中队指导员刘凯文介
绍，县政府今年还追加365.8万余元对主干电

力线路以及居民室内电气线路实施维护，为
700余户居民安装了环保型生物质锅炉，大大
降低了消防安全隐患。

人人参与共筑平安

2007年 9月 17日，“平安妈妈”消防劝导
团在古城正式成立。“当时的成员大多是50岁
以上社区阿姨，现在各行各业人士都有参与。
10余年来，劝导团在团长雷振瑛带领下，不断
创新宣传模式，拓宽宣传渠道，成为平遥消防
宣传工作中一支重要民间力量。雷振瑛也为
此荣获全国第一届119消防奖。去年，晋中市
消防支队提出了‘习惯消防’理念，我们觉得这
个理念好，也把这一理念融入宣传当中。”“平
安妈妈”消防劝导团副团长杨荣花介绍。

如今，古城居民没有人不知道“平安妈
妈”消防劝导团。每当重大节日、重大活动
时，“平安妈妈”们都会活跃在大街小巷，为居
民和商铺查找火灾隐患，为游客讲解消防知
识。“古城内居住着不少老人，他们平时不太
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这也是我们最操心的地
方。”杨荣花家就住在古城内，常住居民她基
本都认识，每次到独居老人家中她都帮老人
收拾收拾家，清理存在的火灾隐患。“每次去
老人家里我都看家里整齐不整齐，整齐说明
子女们常来，不整齐说明没人帮忙收拾。对
于子女们比较忙的老人家里，我们会特别关
照，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事实上，为古城消防安全贡献力量的除
了古城消防中队消防员和“平安妈妈”消防劝
导团，还有夜间仿古“巡更队”“红袖标”消防
志愿者，他们也都是消防隐患排查和宣传活
动的重要力量。正如范耀宏所言，“古城消防
安全离不开古城中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针
对古城消防安全特殊情况，唯有扎实开展更
具针对性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步
在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消防器材配备、消防安
全工作责任落实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才能
有效确保平遥古城的消防安全”。

华严寺位于山西大同市古城内西南

隅，始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依

据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1961 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寺院坐西向东，山门、普光明殿、大

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严宝塔等30余座

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

布局严谨，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

完整的一座辽金寺庙建筑群。因寺内建

筑均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古建筑中

的木材经过多年的干燥、老化，耐火等级

相对较低，极易发生火灾。与此同时，寺

内活动不断增多，游客数量不断增加，也

给华严寺的消防安全带来了一定影响。

作为国宝的守护者，大同消防的目标是

“将火灾发生率降到零”，这是目标，是行

动，更是使命……

行走在大同街头，你会感受到这座城
市的特殊味道。一边是高楼林立的锦绣
繁华，一边是文物古建的肃穆庄重，这种
融为一体的和谐，少不了各部门的支持投
入和默默付出。

“火灾发生率降至零”

“假设华严寺普光明殿发生火灾，演
练正式开始……”华严寺安保人员立即拨
打119报警电话，并迅速启动单位内部应
急预案，组织微型消防站人员赶赴现场疏
散游客、营救被困人员，同时对火势展开
控制。随后，大同市消防支队西街中队、
云中中队和太阳宫中队先后到场展开救
援，成功将大火扑灭。11 月 1 日下午，一
场区域联防演练在华严寺精彩上演。

“我们经常开展这样的区域联防演
练，但在平常的消防工作中坚决不允许火
灾发生。”对于华严寺消防安全工作，大同
市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院副院长刘超始终
认为，“一旦发生火灾，即使得到有效控
制，消防用水、干粉等灭火剂也会对文物
本体造成不同程度破坏，其历史价值、艺
术魅力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平时工作中
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发生火灾后如何去
救，而是如何让火灾发生率降到零”。以
将“火灾发生率降到零”为目标，大同市消
防支队与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院一直朝着
这个方向努力着……

筑牢寺院基础建设

“华严寺消防工作的一个难点是，它
不仅仅是文物保护单位、重点旅游景区，
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场所，香烛、明火以及
易燃物品众多，这对消防工作提出了严峻

挑战。”刘超介绍说：“为了确保寺院消防
安全，我们依照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政府
所有、文物管理、宗教使用’原则，有效协
调宗教单位开展消防工作，对古建筑中重
要的木构件部分、重点保护部位与古建筑
内悬挂的各种棉、麻、丝毛纺织品饰物和
帐幔、伞盖等实施拆除，从源头杜绝火灾
隐患。”

“消防工作离不开消防设施。”在硬件
建设方面，华严寺不断加大投入，设有专
用疏散通道 10 个，并设置可供大型消防
车进入的专用消防通道；配备专业地下消
防给水系统，包括地下式消火栓 35 个、
300立方米消防水池一个。同时，在消防
部门指导下，顺利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
并配备消防作战服、消防器械及小型消
防车。

除此之外，寺院还根据建筑特点，配
备了ABC类灭火器350具、2公斤二氧化
碳灭火器 8 具、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4
具、消防沙袋若干，并在景区安装监控摄
像头 99个，安排专人 24小时值班对景区
内外各区域严密监控。

全力护航景区安全

“华严寺位于大同古城内，周边有不
少木结构建筑，对于寺院消防安全远不止
做好内部消防安全工作那么简单。”对于
华严寺消防安全工作，大同市消防支队平
城区大队大队长郭武刚有自己的理解。
他说：“近年来随着大同城市建设步伐加
快，大同古城内各类活动随之增多，前来
旅游观光的游客也逐渐多起来。每年灯
会期间，我们都提前对活动现场及华严寺
周边作检查，并派人员现场蹲点执勤，确
保安全。”今年 2 月 8 日正是农历小年，
2018年中国大同古都灯会在万众瞩目中
拉开帷幕。今年的灯会不论是灯组规模
还是游客人数都史无前例。为了确保灯
会期间的消防安全，大同市消防支队制订
了周密的消防安保预案，引入定点执勤、
流动执勤和动态巡逻三合一执勤方式，每
天出动4辆消防车、4辆消防摩托车和48
名队员在灯展各个重点区域执勤，确保万
无一失。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之后，
灯会顺利结束。“除夕，别人都和家人团聚
吃年夜饭，我们的队员们仍在外面执勤巡
查。一旦接到警情，他们就立刻奔赴现场
处置，等到处置完返回执勤点时，已是迈
入新的一年。”回忆起今年古都灯会期间
的安保情况，郭武刚低头沉默片刻，“为了
古城安全，为了大家安全，我觉得值！这
就是消防的使命！”

消防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

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1

月 9日，是我国消防日。今年消

防日的主题是“关注消防，平安你

我”，旨在牢牢抓住火灾防控工作

中“人”这一根本因素，发动全社

会关注消防安全，学习消防知识，

参与消防工作。

山西作为文物大省，文物古

建筑消防安全工作一直以来受到

高度重视。今年以来，山西省消

防总队以全省 134 个博物馆和

935处国保、省保单位为重点，集

中开展了消防监督检查和实地熟

悉演练，以确保文物建筑和博物

馆消防安全。在 119 消防日来

临前夕，本报记者来到平遥古城、

华严寺、五台山等极具代表性的

文物古建筑场所，探寻山西在保

护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的做法和宝贵经验。

平遥：“习惯消防”生根开花

五台山：守护平安也是修行

大同：内外兼修御火有术

山西省消防总队晋中支队正在消防演练。

本报记者 姜天骄摄

山西省消防总队大同支队在华严寺正在消防演练。 本报记者 姜天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