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卷第5期

2009年10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11．N0．5

0ct．2009

论加强学校的消防安全

姜皖东
(黄山市消防支队，安徽黄山245021)

摘要：火灾是不可避免的，但火灾损失通过防范工作是可以减轻的。学生普遍缺乏消防知识，消防安

全意识薄弱，火灾发生时会造成严重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在校学生是一个不成熟的群体，他们的逃生技能和

安全意识都存在缺陷，因此让在校学生远离火灾危害，创造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是消防部队和全社会共同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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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世界各地各类学校火灾频发，高等院

校也不例外。如2008年“11．14”上海商学院火灾事

故，4名女大学生再也无法醒来，让人特别痛心。痛

定思痛，这也为我们学校消防安全教育工作敲响了

警钟。

1 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各类学校60多万所，在

校学生总数超过2．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左

右。那么这一个群体又具备什么样的自救逃生技能

呢?先来看“蓝极速”网吧火灾，一个网吧火灾就导

致13名大学生死亡。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也足以

反映在校学生的防火意识淡漠，防火知识匮乏，火

场情况下生存能力较差。笔者分析。这一特点突出

显示在中小学生身上，尤其远离家庭的寄宿的中小

学生。不管是数年前的“蓝极速”网吧火灾，还是

2008年的“11．14”上海商学院火灾事故，都至少反

映了在校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和缺乏逃生自

救的技能。那么。当前全国学校的消防安全现状又

如何呢?根据有关材料与数据，笔者分析得知，全国

各类各级学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消防安全隐患，尤

其私办学校、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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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校园存在火灾隐患源头较多，不易根除

近年来，校园防火安全一直是教育部门工作的

重点。但是为什么校园火灾隐患却难以根除呢?笔

者曾多次参加学校安全消防检查发现，有的学校虽

然已经安装了消防设施。但有的设施实际上却形同

虚设。一是学生公寓往往是火灾的首发现场，以寄

宿学校为重。学生公寓宿舍具有人多地方小，非常

拥挤，同时存放着大量的书籍、衣物等用品都是可

燃物，一旦发生火灾，将对学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二是学生违章用电等现象十分突

出。根据有关消防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校园火灾

隐患首选致灾的隐患就是胡乱使用电器，尤其是高

等院校，由于学习、生活的需要，大部分在校大学生

都配备了电脑、电风扇、洗衣机等大功率电器。另

外，部分学生故意违反安全用电的有关规定，乱拉

乱扯电线，增加电器设备，超负荷用电现象十分严

重。三是学校的疏散通道不够畅通、安全出口数量

不足等情况严重。据调查。笔者发现许多学校为了

方便治安管理，不管是教学楼或者宿舍楼，均存在

窗户全部安装防盗网。甚至用铁网封死等情况，特

别是男女生混合宿舍楼，有的学校为了方便管理，

则逐层安装铁栅栏，实行“封闭”管理。另外，部分学

校晚上将宿舍大门一锁．唯一的安全出口——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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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封锁了，学生们成了“笼中之鸟”，一旦发生火

灾，学生们便是插翅难逃了。四是学校配置消防设

施器材不足，有的形同虚设。学校既是人员密集场

所，同时也是安全重点单位，调研中笔者发现，有的

学校缺乏或者不按要求设置消防供水设施，应急照

灯具和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存在数量不足、

型号不符合要求等情况。更有甚者。部分学校还存

在建筑物实属违法建筑的情况，这一类建筑本身不

符合消防审核验收要求，再由于楼内配备的消防设

施、器材也不符合要求，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

想。

1．2学校领导对消防工作认识不够，思想上不重视

由于火灾的偶发性。导致部分学校领导把消防

工作当作麻烦事儿，难见功效，事倍功半。因此，对

待消防工作。部分领导只是表面上重视而实际上不

重视，形式上重视而内容上不重视，讲得重要而做

得不重要等，甚至认为消防工作的投入是无底洞。

还有部分学校领导对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排查存抵

触情绪，对消防部门的正常监督检查工作当作是故

意为难，错误地认为消防安全检查只会给学校的管

理与运作带来麻烦，采取能避则避，能逃则逃的态

度，一旦发生火灾时才后悔莫急，亡羊补牢为时已

晚。

1．3学校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不到位

从往年的学校火灾看，在校学生，尤其中小学

生的消防安全意识相对薄弱，更谈不上具备自救他

救的能力。这主要是学校对消防宣传教育工作不够

重视，部分学校还将宣传工作停留在表面，普遍存

在只见发文而不见行动，只见口号而没有实践等现

象。从事多年防火安全工作，笔者发现，有的学校因

为经费困扰，很少或从来没有组织对师生员工的防

火安全、应急疏散和逃生自救教育培训。还有的学

校，就算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也只是停留传统管理

模式，局限在广播、横幅或者黑板等宣传，而没有很

好动员师生积极参与，导致大多数师生缺乏消防安

全意识，遇到火灾就会惊慌失措。

2加强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的举措

火灾是无情、无形的，也是无处不在的。经过分

析近年全球各地各类学校发生的火灾事故．深深感

到学校学生的安全防护意识十分薄弱。那么．应该

如何加强学校学生的防患意识呢?很明显，学校消

防安全工作必须依靠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而且应

该把消防教育的普及与消防设备的完善结合起来．

应该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

2．1落实学校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职责

根据《消防法》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各级各类学

校应当正确认识自身方面的责任重大，应当加强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切实落实学校消防安全责任制，

建立健全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有关操作程

序等。逐级落实，层层落实，明确学校、院系、办公

室、年级、班级等的消防责任，将责任落实到人、到

位、到岗，进一步完善消防责任管理机制，明确相关

职责。为此，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校消防

安全教育、学校安全管理、保安消防员管理、宿舍安

全管理等制度。针对经常性使用电、气、火、油等部

位，加强安全疏散通道管理、灭火器材、应急照明灯

具等消防器材的维护与管理。根据学校实际，加强

校园火灾隐患排查，彻底清查隐患，严格制定安全

用电、用火、用油等制度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等。

另外，有关学校可以参照政府有关方法，实行签订

有关消防责任书，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和责任

过错追究制度，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真正做到安

全教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

2．2切实加强校园消防宣传教育，将安全教育纳入

教学课程

根据前述，笔者认为．目前学校对消防宣传工

作不够重视，部分学校领导存有“敷衍”的态度。据

有关调查。不同地区的不同学校开展消防教育的差

距悬殊，经济发达地区普及情况还算良好，但欠发

达地区的学校消防安全教育还处于空白的状况。根

据《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将消防

安全教育课纳入正常教学计划。因此，学校可以对

教师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使学校教师、员工掌

握各种消防基础知识。然后采取多种形式有效开展

消防安全教育，例如周末参观消防队站、“119”消防

知识手抄报、黑板报评比、消防主题班会、灭火疏散

演练等，一来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二来提高

学生的自救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学校消防安全必须从日常抓起，有必要将安全教育

纳入教学课程。

2．3结合特定节日，积极组织开展消防活动

结合“国际志愿者曰(12月5日)”、“中国青年

志愿者日(3月5日)”、“119”消防月等特定节日，学

校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消防活动，尤其在中小学，可

以通过“玩”的形式来引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们

的注意力，这样的教育工作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学校可以联合家长开展家庭消防技能趣味运动

会，以家庭为单位，设立扑灭油锅火灾、模拟火灾逃

生等多项竞赛项目，让更多的学生、教师和家长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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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掌握扑灭火灾和自救的技能。通过类似的活动，

让更多的学生、教9币、家长都增强对消防安全重要性

的认识。从而提高整个社会面的消防安全意识。

2．4开源节流，落实消防安全教育经费

学校如果不具备条件。没有完善的消防教育设

备．没有一定的消防教育力量等硬件，学校消防安

全教育也只能是纸上谈兵。那么消防安全工作也将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学校应当设法筹备

经费，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例如将消防经费

纳入学校常规经费支出，或者向社会募捐等等，想

方设法落实消防安全教育经费．不能“光说不练假

把式”，不能让安全工作停留在“空壳子”里面。

2．5争取学校和消防部队共建。实现资源共享

学校有关领导应当加深对消防工作的理解。加

深对消防部队的理解，争取消防部队为学校消防工

作提供业务指导。另外，学校可以利用消防部队消

防站对外开放、消防官兵进校园讲消防安全课、发

放消防宣传图片、消防手册等有效方式方法。进一

步加强学校消防宣传等工作。加强对师生的消防知

识宣传教育。增强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使消防宣

传“走进学校，登上讲台，装进书包，记在心里”，并

且督促学校完善紧急事故应急疏散预案等等。

2．6组织校园火灾隐患纠察。定期开展疏散演练

学校可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大学校及周边

的消防监督检查力度，特别是寄宿制学校，重点检查

学校以及周边的消防安全疏散通道及火源、电源管

理情况，学生宿舍、实验室、食堂等部位消防设施的

配备完好情况以及学校周边场所的火灾隐患等。另

外，学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学校内

部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学校安全保卫机构

和群防群治组织的指导，提高学校内部消防安全防

范能力。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消防

培训、逃生训练，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消防素质，使其

掌握更多的消防常识和消防技能，以便达到“教育一

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3结束语

目前形势下，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学校的消防

安全教育，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增强在校9币生的消防安全意识，落实学校领导的安

全责任制，把学校建成最安全的地方。我们有理由

相信，通过学校、家庭、学生三方的努力，让消防意

识伴随学生成长。让惨剧不再发生。

责任编辑：胡德明

On How to Strengthen Fire Safety in School

Jiang Wandong

(Fire Detachment of Huangshan City，Huangshan24502 1，China)
Abstract：Fire Call not be avoided，but fire，damage call be eased through prevention．Students

generally lack the knowledge of fire safety and have a weak consciousness of fire safety，which will lead to

serious damages，even casualties in case there is a fire．Since students belong to an immature group

lacking escaping skiHs and safety consciousness，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ire army and the whole

society to keep the students from the harm of fire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safe school environment．

Key Words：School；Fire fighting；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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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校火灾事故频发,学生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火灾中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救护能力极弱的现状呼唤加强学校消防安全教育.搞好学校消防工作要做

到以下几点:提高认识;落实责任;落实经费;加强对教育职员工的培训等.

10.期刊论文 席运红.Xi Yunhong 学校消防安全教育浅议 -科学之友2008(24)
    文章从学校消防安全教育的现状出发,论述了学校消防安全教育的职责和落实这项工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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