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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厨房起火，他赤手抱出“火”锅
济宁这位退伍老兵的脸部、脖子及胳膊均被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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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杨洁

炖肉的铁锅起火
他赤手抱锅就跑

朱维同是一名退伍老兵，也
是一名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党员。

6月24日下午1点多，朱维同
正挨家挨户入户走访。“当时，我
来到村里80多岁的仇老太太家，
她家平日里只有婆媳二人，其他
人都在城里打工。”因为天气炎
热，仇老太太和儿媳妇坐在屋里
关着门窗开着空调。进门时，朱维
同隐隐约约闻到有股焦煳味，“我
也没多想，以为是邻居家正做饭
呢。”朱维同说。

“没过多大会儿，焦煳味越来
越重。我抬眼一看，厨房里冒烟
了。”朱维同大喊一声“失火了”，
便一头冲进厨房。看到厨房内的
景象，朱维同心里打了个寒战。

“灶上的铁锅正炖着肉呢，可能是
因为熬干了才起的火。”朱维同
说，当时火苗有半米多高，一旁连
接煤气灶的燃气软管也有零星的
火苗。更令他意外的是，煤气灶竟
然还连着个半人高的煤气罐。

朱维同顾不上多想，先拧死
煤气罐阀门，找了一番但没找到
能灭火的工具。此时，燃起的火用
锅盖已经盖不住了。情急之下，朱
维同用双臂架起“火”锅就往外
跑。

看到朱维同赤手抱着起“火”
的锅往外跑，仇老太太和儿媳妇
早就吓傻了。扔掉锅后，朱维同在
院子里找了几条破抹布，返回厨
房，朝着着火的软管一通扑打，才
扑灭明火。

周围邻居闻讯赶来，此时朱

维同的左脸颊被火灼烧得通红，
两只胳膊内侧的皮肤好似“熟”了
一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说我脖
子上的皮被烧掉了，经她一提醒，
我这才感觉浑身火辣辣地疼。”朱
维同说。

村民家里出个事
他冲得比谁都快

看到老太太家平安无事，朱
维同赶紧出门，骑了辆村民的电
动车朝自家飞奔。“进门后，我先

用凉水一个劲儿地冲，感觉疼得
受不了了，又找了些药抹了抹。”
朱维同说，简单处理后，他硬顶着
疼痛忙了一下午。

第二天，在城里带孙子的老
伴张龙云和闺女回家后，才看到
朱维同被烧伤的脸、脖子及胳膊。
娘俩儿又心疼又生气地带着朱维
同去了邻村的卫生室治疗。

医生嘱咐说，天气炎热，伤口
容易发炎，要尽量待在家里不要
外出。不曾想，又赶上强降雨，从6
月26日开始，朱维同就裹着绷带
村里村外地忙活。尤其是村北的
菜河水位急涨后，朱维同便爬到
菜河的水闸上面，冒着大雨拉闸
泄洪。

“当天晚上，我觉得胳膊又疼
又痒，实在忍不住才去了镇卫生
院。医生说因为淋了水，导致伤口
感染，必须打针。”朱维同说。

得知老伴伤口感染，张龙云
暂时留在家里照顾他。说起丈夫，
张龙云的语气里尽是心疼和不
满。“我们平时都在城里，就他自
己在村里，住个板房守在村口。”
张龙云告诉记者，这些年，朱维同
大大小小受的伤数都数不过来。

“村民家里要出个啥事儿，他冲得
比谁都快，谁也看不出来他今年
已经60多岁了。”

在张龙云的记忆里，朱维同
把心思全放在村子里。上世纪80
年代，朱庄村是全镇最后一个通
电的村子，那时他已经退伍，一个
人爬高上梯扯电线。村里的第一
条水泥道路，也是他带领村民一
锨一锨铺出来的。“这些年，各种
荣誉证书一摞一摞的，也换来一
身伤病。”张龙云感慨地说，老伴
是退伍老兵，又是老党员，他的
这种信念是刻进骨子里的，“既
然他愿意干，我就支持他。”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达
到60周岁，缴费年限达不到待
遇领取条件时可以补缴，但补
缴也是有条件的。至
于补缴多少钱，是由
缴费档次和允许补
缴年数决定的，要根
据参保人实际情况
来确定。补缴没有政
府补贴并且不计入
年限养老金，因此最
好还是要按年缴费，
避免出现补缴的情
况。

近期，有人在多
个社交媒体、短视频
平台传播多版本的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人一次性补缴3万元，
每月就能领700元”的

“社保教程”短视频，
引发大量转发和咨
询。最近，山东济南
市民周女士就在短
视频平台刷到了上
面这条社保补缴消
息，于是向济南市社
会保险事业中心进
行咨询，得到的答复
是该信息是谣言。

实际上，关于社
保补缴的消息往年
也被传播，比如山东
荣成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就曾对

“一次性补缴3万元养
老保险，每月领 7 5 0
元 ”的 消 息 进 行 辟
谣。此前，“城乡居民
一次性补缴7 . 5万元，
月领 1 0 0 0多元养老
金”等类似消息也广
为流传。事实到底是
什么样的？

据济南市社会
保险事业中心企业
职工与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处处长刘正
介绍，目前，济南市
的政策是，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达到60周
岁，缴费年限达不到
待遇领取条件时可
以补缴，但补缴也是有条件
的。

具体来说，新农保或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
时年龄在45周岁以上（不含）
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年
限不少于实际年龄到60周岁的
剩余年数，允许补缴，但补缴
后累计缴费年限不得超过15
年；45周岁以下（含）的，应按年
缴费，累计缴费年限不少于15
年。至于补缴多少钱，是由缴

费档次和允许补缴年数决定
的，要根据参保人实际情况来
确定。

刘正举了个例
子，村民张某在户籍
所在地新农保制度启
动时满50周岁，他50
周岁至60周岁期间的
缴费年限必须缴满，
如果没有缴满则领取
待遇前也必须补齐，
即张某在满60周岁、
累计缴费满10年时可
以领取待遇。此外，如
果张某想要补缴也允
许补缴，但补缴后累
计缴费年限不得超过
15年。

如果补缴的话，
一次性缴纳多少钱，
每月能领多少钱？

据介绍，现行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
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
组成。不同地区执行
不同的基础养老金标
准。仍以济南市为例，
现阶段济南市居民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
准为每人每月160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是由
个人账户全部积累额
除以139计算。在济南
如果一次性缴纳3万
元，满60周岁后每月
大约可以领取380元。

需要注意的是，
养老待遇长缴多得、
多缴多得，补缴的话，
没有政府补贴并且不
计入年限养老金，因
此最好还是要按年缴
费，避免出现补缴的
情况。

“居民养老保险
是覆盖城乡非从业人
员的养老保险制度，
宗旨是保障无工作居
民年老后的基本生
活。”刘正提醒，对养
老保险相关问题，不
要道听途说，一切疑

问都可以咨询当地社保部门。
对于网上各类信息，一定要仔
细甄别，希望大家“不听谣、不
信谣、不传谣”，以官方渠道的
权威信息为准。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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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因救火受伤的朱
维同伤口处仍隐隐作痛。“虽然
有点疼，但只要街坊邻居们没
事儿，咱这点小伤就值得。”朱
维同说。

厨房里起火，旁边就是煤
气罐，室内还没有灭火工具，怎
么办？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朱
庄村党支部副书记朱维同的选
择是赤手空拳抱着“火”锅往外
冲。危险解除，他的脸、脖子及
胳膊均被烧伤。

朱维同带伤工作。

朱维同在处理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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