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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很多家庭、饭店或街头
商贩依然靠煤气罐来生火烹饪。如
果遇到煤气罐着火，究竟该如何处
理？如何预防煤气罐爆炸？

液化气罐着火，可根据现场情
况，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1 .当发现室内液化气罐泄露，
应迅速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
器开关和使用明火照明。如气罐
功能完好，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关阀门。

2 .当液化气罐突然起火，若阀门
完好，可用湿抹布迅速覆盖并关闭
阀门，防止烫伤手。如果液化气罐已
经长时间燃烧或阀门已损坏。消防
员在到场后会将其转移至安全空旷

区域，站立放置，逐步喷水冷却瓶
身，确保其稳定燃烧后，进行技术堵
漏或直至等待燃料燃烧殆尽。

如何预防煤气罐爆炸？
1 .使用正规厂家的煤气罐。
2 .煤气罐气瓶使用年限不得超

15年。
3 .定期检查煤气罐、煤气灶开关

及管线，可用刷子刷肥皂水检查燃
气管道的接头和阀门有无泄漏!

4 .罐体不能靠近热源，不能在阳
光下暴晒，不能倒立，更不能将气瓶
内气体向其他气瓶内倒装。

5 .当煤气罐内气体发生泄漏时，
不能倾倒罐里的残液，以免爆炸。

6 .切记不可将着火的气罐倒在
地上，如倒卧会使减压阀出气口朝
向地面燃烧，燃烧的温度会辐射到
瓶体上，瓶体温度上升易导致爆炸。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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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清明假期，泰山竟又被“黑”
上了热搜，这次被“黑”的点，是“泰山
山顶酒店坐地起价，游客住不起，挤
厕所过夜”，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泰山
迅速自查做出回应，全国网友力挺，
带节奏挑拨舆论的自媒体被打脸。这
些暂且不论，事情意外带“火”了泰山
山顶的厕所，不少网友好奇，泰山上
的厕所是什么样的？竟然还能住人？
山顶的真实物价到底怎么样？

公厕里的温馨提示和监督牌。

景区里的商品全都明码标价。

夜爬泰山看日出，很受青年人青睐。

清明假期第一天，泰山南天门出现雾凇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薛瑞

泰山公厕

数次“厕所革命”

均达到3A级标准

2000年3月，来自韩国的游客
韩晟昊先生，在游完泰山后给时
任泰安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对
泰山厕所脏、乱、臭现象提出了尖
锐批评，因为当时的厕所还是农
村旱厕。不过，如果他现在再到泰
山，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如今泰
山的旅游公厕，足以给游客带来
不同于当年的感受。

改变源自2000年5月，泰安成
立厕所改造领导小组，投入上亿
元资金，决心对市区以及泰山景
区公厕进行改造提升，开始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厕所革命”。

截至2015年，仅泰山景区就经
历了三次厕所革命，累计投入5600
余万元，改建、新建高标准旅游公
厕67处，根据地形、景观的不同，还
有景亭式、地下式、景点式等各种
样式，造型新颖、干净整洁的公厕
也随之成为泰山一景。

2019年，泰山景区启动新一轮
“厕所革命”，目标直指智慧化。在
万仙楼售票处，记者也实地体验了
它的“智能”：外墙悬挂着电子显示
屏，时刻提醒着厕位变化，温度、湿
度一目了然；厕所里毫无异味，新
风系统时而静默，时而开足马力运
转；洗手后注视供纸机，机器识别
人脸自动出纸，方便又节约……据
了解，目前泰山景区内共有旅游公
厕70个，均达到3A级标准。

重点来说说南天门。岱顶区
域面积小，日出时分游客瞬时聚
集，为公厕等各项软硬件服务带
来巨大压力和考验。

南天门管理区负责人介绍，
管理区下辖公厕14处，近年来，升
仙坊、弘德楼、太平顶、拱北石公
厕进行了多次改造，2019年又用
时100天，对天门居、白云居、玉皇
顶、桃花源索道上站公厕进行了
改造，增加第三卫生间，更换蹲便
器，安装环境调节一体化系统、六
合一环境监测传感器，还为管理
人员配上了手机智慧后台，实时
查看公厕使用情况。

南天门保洁员赵兴忠介绍，在
改造提升前，天门居公厕设施老
化，墙体、管道陈旧破损，每年对设
施常规维修维护，也无法支撑周末
和重大节假日的巨大客流量。“原
先的时候，是人工脚踩阀冲水，不
太容易冲干净，现在整个厕所都进
行了改造，实现智能化、智慧化，游
客一离身，就会自动出水冲刷，不
仅游客心情舒适了，也方便了我们
保洁员打扫。”赵兴忠说。

可以想象，在气温低至零下
的寒夜，这么一处干净暖和的地
方，足以充当游客的避风港。

泰山海拔1545米，高山景区用
水是个大难题，智慧化厕所有了，
用水怎么办？经过数年不懈建设，
2020年12月9日，泰山景区引水上
山、污水下山工程竣工启用，市政
水源从山脚下红门蓄水池出发，
通过九级加压后，输送至岱顶蓄
水池，可实现岱顶蓄水总量达到
12000方并及时补充，彻底解决了
泰山主景区“靠天吃水、旱涝不
均”的供水难题，满足了旅游公
厕、餐饮经营等服务需求。

泰山物价

商户严格执行明码标价

可口可乐20年没涨价

6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南天门
一家宾馆的工作人员王勇 (化
名)，他已经在山上工作了20年。
他所在的宾馆，也是饭店，同时售
卖小商品、工艺品、煎饼卷大葱，
还提供大衣出租等服务。

以王勇的店为例，记者了解到
南天门部分商品的价格。一碗拉面

或者刀削面，普通的25元，加肉的
38元，比10年前涨了5元左右。饮品
中最贵的是红牛，15元一罐，可口
可乐10元一瓶，农夫山泉8元一瓶，
康师傅5元一瓶，可口可乐20年没
涨过价，农夫山泉涨了3块钱。煎饼
卷大葱分提前做好和现场加工两
种，提前做好的10元，现场加工的
15元，卷上火腿、葱、酱，就是香喷
喷的泰山小吃，如果游客不满足，
还可自行选择加辣条或鸡蛋。

至于工艺品，王勇说，这是不
怎么挣钱的生意，“便宜的小挂件
5块钱，多年来价格没变过，还不
如网上卖得贵呢”。

山顶其他商户，有的售卖冰露
矿泉水，价格稍低，10元3瓶。看完
日出吃早餐的游客，可以自行搭
配，或者选择10元、15元到20元不
等的套餐，油条、豆浆、小米粥、鸡
蛋搭配，不同套餐，能满足不同消
费群体的需求。至于午餐和晚餐，
记者也向王勇询问了几道菜，炒
土豆丝20多元，泰山三美在50元
-100元之间，炖鸡200元，但这些
价格，都是这道菜的“高配版”，而
且逢节假日时，也不会涨价。

“这些年来，价格变化比较大
的是大衣出租，这和每家店所处的
地段、大衣的新旧有很大关系。”
王勇介绍，20年前，游客租一件大
衣5元钱，这几年，便宜的话在10
元-20元之间，他的店地段不算
很好，最贵也就50元，好的地段，
出租价格在80元-100元之间。

不过，2020年春节前后，受疫
情影响，为保障游客安全，岱顶大
衣租赁服务全部暂停，如今游客
可以选择购买冲锋衣。在王勇店
里，一件冲锋衣价格从50元到100
多元不等，此外还有棉大衣、加绒
大衣，都是100多元。

就住宿条件来说，王勇这家店
只有10个房间，在岱顶属于小规模
宾馆，标准间平日价格200元，节假
日最贵不超过1100元，普通间最
贵不超过800元，高低床房间最贵
同样不超过800元，共有4个床位，
相当于一个床位200元。“20年前
住宿肯定比现在便宜，但也便宜
不了多少，那时标准间最贵在800
元左右。住宿虽然有涨价趋势，但
涨价空间也不大。”王勇说，以前
宾馆还会在走廊设置简单的地铺
出租，但景区考虑到卫生、安全等
因素，早已取缔了这些行为。

采访中，王勇多次提到“明码
标价”，在这里，就算一包辣条、一
个小挂件，旁边也都标着价格。据
了解，泰山景区市场监管、执法等
有关部门始终坚持对商品和服务
价格实行常态化监管，每年与驻
山顶经营单位签订《价格诚信承
诺书》，严格落实明码标价。

尤其在节假日，实行24小时
不间断监管，严厉查处哄抬物价、
强买强卖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
积极采取行政建议和行政引导的
方式，倡导经营者改进管理方式，
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商品和服务
价格。

热议

泰山不怕被“黑”

更经得起被“黑”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
授刘德艳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夜爬
泰山跟白天爬感觉不一样，而且
爬到山顶正好可以看日出，青年
学生消费能力不强，会更青睐夜
爬。这也解释了网传视频中，为何
山顶晚上会有那么多游客，以及
为何山顶宾馆房间供不应求。这
是多年以来，24小时开放的泰山
独特的风景线，也印证着五岳之
首对于五湖四海游客的吸引力。

记者注意到，早期发布该视
频的媒体，是某外省都市频道的
抖音账号，作者还在评论区置顶
了素材来源于网友@冰××。

记者查看该网友账号，发现
其设置为私密账号，信息显示为
女，20岁，所在地为山东某市，但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网友并未通
过记者的关注申请。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网友为
山东省内某大学学生。泰山景区
也多次尝试与该网友取得联系，
但未果。网友原视频想表达什么
意思？网友本意是否被媒体放大
化了？这些均不得而知。但一帮自
媒体靠这个刷流量、骗点击，非要
用“大学生厕所过夜”等字眼来吸
引眼球，确实用心不纯。

按照视频传播者的思路，所
谓“宾馆坐地起价”的视频发布
后，网友应该会留言评论说“泰山
真坑人啊”，没想到，网友“歪楼”
了。记者浏览了大量网友评论，发
现在这次事件中，无论是泰山景
区发声之前，还是发声之后，都得
到了全国网友的力挺。

网友中，有义正词严派，“我认
为没毛病，住宿价格接受得了，你
可以住，接受不了，你可以露宿，没
有人强迫，请不要道德绑架。”有理
性分析派，“山顶住宿1200元我觉
得也不算贵，别的不说，洗澡洗手
啥的，水就很难搞上去。”

也有一切随缘派，“我大学时
候爬泰山，10块钱租件军大衣，在
日观峰下坐着等了一夜，冻得不
行，不过感觉是青春的回忆，没想
过怪人家景区啊。”还有表示气愤
的，“明码标价没有错，请不明真相
的人动动脑子，不要抹黑泰山了。”

在这些评论中，记者还看到了
景区方面的留言，“作为一名景区
工作人员，我们每逢节假日都全
员上岗，既要防火，还要维持旅游
秩序，你们随意一段视频，就抹杀
了我们一切的努力，真的很心寒。”

好在泰山景区“身经百战”后处
理得当，及时回应，以一份翔实的
调查报告，为又一次“黑”泰山带节
奏的事画上休止符。泰山不怕被
黑，更经得起被黑。不少网友表示，
泰山被尊为五岳之首，其厚重悠久
的历史文化，值得所有人敬重、传
承，而不是三番五次针对、攻击它。

泰山景区的公厕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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