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9日讯 11月
17日，浏阳工业园区一5岁男童
不慎落入下水管道中。（详见本
报11月18日A05版）

事发后， 当地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公安、消防、卫
生、城管等部门开展搜救工作。

通过2天的持续搜救，小孩

遗体已于19日凌晨4时许找到，
相关善后事宜正在处理之中。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韧

实习生 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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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9日讯 今天早
晨8点钟左右， 河西某高校一男
生宿舍着火， 室内部分物品被烧
毁。所幸当时正值上课时间，无人
员伤亡。 有围观学生称可能是有
人忘关电吹风引发火灾。 记者在
校内走访部分学生， 发现不少学
生不会用消防器材， 一旦发生火
情不能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男生宿舍着火了，浓烟滚滚

早上7点50分左右， 空气中
弥漫着烧焦的塑料味。 河西某高
校贤德宿舍区10栋的男生宿舍
区316房浓烟滚滚。 该栋宿管员
发现火情后， 立即通知了学校公
寓中心。

由于学生均已外出上课，宿
管员用备用钥匙打开了起火寝室
的门。 十来名工作人员从该楼层
消防栓处取水灭火，8点10分左
右，火被扑灭。

“火势不大，主要是浓烟。”工

作人员介绍，该宿舍一共有4个床
位，但只住了3名大二男生，火灾
烧坏了一床被子和一些日用品。
至于火灾是不是忘记关电吹风引
起，还有待确认。

透过316房窗户， 记者看到
阳台的墙壁被熏得焦黑， 玻璃窗
被烧得变形， 晾在阳台上的衣架
上还挂着衣服烧焦的残骸。

部分学生不会使用灭火器

“我们平时都很注重学生的
安全教育， 每个楼层都配备了消
防栓和灭火器， 每个学期还会组
织消防演习， 教学生灭火自救。”
该校公寓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记者在该校随机询问了20
名学生，有11名学生表示参加过
学校的消防演习， 知道怎么操作
灭火器；9名学生表示， 从没使用
过消防栓，不知道如何操作。
（钱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见习记者 姜润辉

雨花区丽星景园小区的跳
舞大妈连续遭高楼住户扔“粪
弹”袭击，开福区锦绣华天小区
的大妈们则被砸了音响， 类似
因广场舞噪音扰民引发的纠
纷，在长沙不少小区时有发生，
专家呼吁出台“广场舞公约”来
缓解矛盾（详见本报11月12日
A06版、A07版）。

本报发起“防广场舞扰民，
请你支招” 的互动后， 最近一
周， 不少市民都通过微博、微
信、 新闻热线96258来表达心
声。11月19日， 长沙市民王先
生来电爆料，“韶山路社区为了
规范广场舞， 出台了管理制度
来杜绝扰民， 这一经验值得推
广。”

跳舞时间有规定
社区配专员监管

19日下午，在侯家塘街道
韶山路社区的公示栏上， 记者
见到了这份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共有六条 ，除
了规定要维护跳舞场所的整
洁、不妨碍交通秩序外，还强
调了广场舞活动不得影响周
边单位、居民正常的工作、生
活。

规定每天跳舞的时间为早
上6点至7点30分，晚上7点至9
点；尽量调低音量，不得大声喧
哗吵闹；同时，社区配专门的管
理人员对跳舞场所、 秩序进行
监管。

“我们社区跳广场舞的人
数过百， 之前有大妈在小区住
宅楼前跳广场舞， 因为声音开
得有点大，被业主投诉过。为了
规范管理，我们请了业主代表、

广场舞舞蹈队代表一起协商，
制定了这一制度。”韶山路社区
主任欧阳晓琦介绍，“社区成立
了老年健身队， 向民政部门备
了案， 所有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都逐一到社区进行了登记，我
们心里有个底， 也便于统一管
理。”

记者看到， 备案的广场舞
大妈有108名， 登记的资料详
细到年龄、住宅、籍贯。这些大
妈被分成了3支队伍，每支队伍
都划定了固定的跳舞场所。“划
定的场地是小区里的公共健身
场地、单位前宽敞的空地，这些
地方都离居民区较远， 所规定
的跳舞时间避开了上班时间，
不会影响单位的工作。”欧阳晓
琦说，这一制度于今年9月份出
台，已经实施了2个多月，这期
间社区再没出现过业主投诉广
场舞扰民的情况。

修室内活动室
方便风雨天跳舞

62岁的唐冬秀是韶山路
社区一名广场舞爱好者， 也是
广场舞队伍的负责人之一。

“即便之前没有出台制度，
我们跳舞时也会很自觉地注意
音量。不扰民，自律很重要。所
以我们很少被业主投诉， 广场
舞队在小区里跳了4年，还从没
发生过纠纷。”唐冬秀说。

为了方便大妈们风雨天
跳舞，韶山路社区已经在修建
室内活动室，有望明年投入使
用。
（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彭敏

《专家盼“广场舞公约”出台解围》后续…

广场舞屡陷扰民纠纷，韶山路社区的经验值得一学：

时间音量先商定，跳舞大妈有备案

蓝牙音响解决扰民？
大妈们担心太贵

长沙市民段先生还打来
电话建议，“如果音响带有蓝
牙功能， 跳舞的人都佩戴蓝
牙耳机， 即便将声音开得很
大，也不会影响到他人。”

不过， 采访中不少跳广
场舞的大妈们对这个建议并
不大感冒。“耳机和带蓝牙功
能的音响价格可不能贵，贵
了大家不能承受， 我们现在
整个舞蹈队跳舞只要一个小
音响和U盘，全部的设备也就
1000来块。”

“马大哈”忘关吹风？
大学宿舍浓烟滚滚
正值上课，无人员伤亡

记者今日从省消防总队获悉，今年1月至10月，全省共发生火灾1.2
万余起，造成直接财产损失2.46亿元。近5年来，冬季火灾数占了火灾总
数的近一半，电起火是主因。冬天临近，取暖电器逐渐被解除封印，你知
道这些电器的隐患吗？

消防官兵提醒：家庭用电时，如果在一个排插上使用多个大功率
电器，电线处于超负荷状态，会产生高温甚至火花，旁边有毛毯、书本
等易燃物易引起火灾。

取暖电器尘封已久， 有可能绝缘层会被腐蚀或者被老鼠咬坏，使
用前一定要注意检查电线是否完好，切忌带“病”工作。

烤火炉在工作时，温度可高达三四百摄氏度，使用时一定要远离布
类、打火机、花露水、空气清新剂等易爆物品，以免发生灾祸。人离开时，
一定要把毛毯拿开。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韧 实习生 彭敏 张洋银

本报11月19日讯 昨日上
午7点50分许， 常德市白马湖
公园风荷桥与虹桥之间的湖面
上， 一名保洁员在清理湖面时
发现一具女尸。后经确认，出事
的女子是湖南文理学院的在校
大学生，年仅20岁。

昨日上午7点40分左右，
常德市白马湖公园的清洁员殷

师傅开始清晨的清扫工作。当
清扫至公园内的餐厅附近时，
他突然在一块大石头上发现了
一个背包， 背包上放了一个手
机。殷师傅打开包，在包里面还
发现了三四百块钱以及一个身
份证。

“怎么会有人把手机和钱
包放在这儿不拿走呢？” 殷师
傅感觉很不对劲，循迹望去，看
到在离岸边不到5米的水面上
漂浮着什么， 殷师傅赶忙拿起
竿子打捞， 最终将落水女孩打
捞上岸。

“我立 马拨 打了 120 和
110， 可惜女孩已经没有了生
命体征。”殷师傅说。

经身份确认，死亡的女子
名叫敏敏 ，1994年生， 宁乡
人， 目前就读于湖南文理学
院。 而事发公园仅距学校几
百米。

“打捞上岸的时候女孩脸
色发乌， 双手双脚都是蜷缩着
的，像是很痛苦的样子。”殷师
傅推断女孩应该不是自杀，并
表示当时在岸边拾得手机时已
是关机状态。

有知情者透露， 女孩平时
和寝室室友关系不和、 经常吵
闹，也有可能出于此因想不开。

目前， 常德警方已介入调
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聂诗茼

常德白马湖女大学生离奇身亡

浏阳工业园坠井男童遗体找到

建议回馈

11月19日下午，长沙市侯家塘街道韶山路社区，每支跳
舞队都划定了固定的场所。 实习记者 李健 实习生 何佳乐 摄

… 消防提醒

取暖器“出关”前 先检查电线

《浏阳工业园窨井吞没五龄童》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