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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分秒必争”的急救员
——记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急救员刘轶

■ 上红

2 月 10 日晚上，一辆专列从上
海出发，目的地武汉。上海市医疗
急救中心急救员、市红十字志愿者
——刘轶就在这辆专列上，出发当
晚，没有家属来送行，因为在接到驰
援任务后，刘轶就把妻子和孩子送
回老家，只身奔赴前线。

8月26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发布 2019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
务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等“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和
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名单。刘轶被
评为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从军人到急救员

2001 年，刘轶成为了一名军
人。退伍那年 6 月，安徽淮河蚌埠
段发生50年一遇特大洪水，当时还
在部队服役的他接到命令后连夜奔
赴蚌埠参加抗洪抢险，连续作战 48
小时，终于在决堤处建立了一条新
堤坝。随后的一个月里，刘轶一直
随大部队战斗在最前线，直至淮河
蚌埠段抗洪的最终胜利，保障了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年11月，

刘轶被所在部队汽车连评为优秀士
兵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7年，刘轶加入上海市医疗
急救中心大家庭，成为一名院前医
疗急救员，他充分发扬军人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工作兢兢业业，勤奋
努力、刻苦钻研。

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工作的
十几年间，刘轶圆满完成了多项任
务，在多项重大活动中留下了认真
服务的身影。“5·12”汶川地震期间，
刘轶挺身而出，加入中心救援队伍
第一时间驰援灾区，日夜兼程30多
个小时行驶 2200公里抵达青川，顾
不得疲劳和休息，即刻投入救援工
作中，挑战生理极限，顺利完成了灾
区救援任务。

2009年，H1N9流感疫情袭来，
刘轶第一次穿上防护服，3 个月如
一日坚守在防控第一线，为上海市
民健康安全保驾护航。在“上海世
博会”期间，他作为医疗救护车组入
驻园区，顶着高温酷暑，历经了“百
万”极限大客流的严峻考验，持续
184天为世博会提供急救保障。

2011 年，上海举办“游泳锦标
赛”，他又作为赛事医疗组成员，为
全球的泳坛健儿提供医疗急救保

障，得到了国际泳联医疗组高度肯
定。2018年和2019年，他先后参加
两届上海进口博览会医疗保障任
务，表现出色。

乘上载有使命的列车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上海市红十字会从医疗急救中
心 100名请战人中遴选了 8位党员
驾驶员，组成上海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紧急赶赴武汉执行新冠肺炎
患者的转运任务。

风雨之中见彩虹，危难之时显
本色。在国家有灾、人民有难的危
急时刻，刘轶第一时间写下请战书，
由于具备极强的专业性、纪律性以
及丰富的救援和保障经验，他被任
命为救援队队长。

作为队长，刘轶深知任务艰巨
和责任重大。2月 10日晚，刘轶带
队乘坐专列火车前往武汉，于 2 月
11日凌晨到达武昌站。

一到武汉，刘轶就马不停蹄地
开展工作，给每个队员进行任务分
配，除轮流出车运送重症患者外，队
员们需分别负责每次出车前检查车
辆的水、电、油、通信电台维护，并负
责生活后勤保障、每日数据记录和

汇总、物资消耗统计、人员排班表以
及宣传记录等。同时，刘轶也是救
援队临时党支部书记，每天完成转
运任务，无论多晚回到驻地，他都会
和队员们一起讨论总结当天出车的
整体情况，优化方案，为后续“战斗”
做好充分准备。

作为队长，刘轶制定转运方案、
组织转运工作、统计转运信息，加强
队伍建设，主动关心队员。在他带
领下，车队成为一支技术精湛、吃苦
耐劳的主力军。因工作出色，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工作组指令上海救援
队同时接受武汉急救中心调派和承
担光谷同济医院院内转运任务，成
为双线作战的转运车队之一。刘轶
业务精练，待人热情，总会工作组特
地安排他为其他转运队进行负压车
使用、个人防护洗消的培训。在繁
重的工作中，上海救援队同兄弟单
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运送病人是个与时间赛跑的工
作，刘轶有任何困难都冲在最前面，
每个班基本上是6～7个小时，穿着
防护服带着护目镜开车，碰到下雨
天，能见度不到 5 米。在转运任务
最重的时候，他们曾一天转运 150
多人，出动 30 多车次；任务最危险

的时候，他与随车医护人员一起并
肩作战把重症患者送入重污染的病
区内，并将病人抬抱到病床，全程基
本零距离接触。“我们运送的都是重
症患者，具有很强传染性，因此每一
个防护环节都要严格按照规范去操
作，不得有半点纰漏。”他时刻这样
叮嘱队员，但在自己零距离接触病
人时，却从不迟疑。

3 月 22 日，刘轶队长率领救援
队队员平安凯旋。在武汉执行任务
的 40 天里，救援队承担了协和、同
济、金银潭、雷神山、火神山以及各
个方舱之间患者的转运工作，8 名
队员，5 台负压车累计转运新冠患
者 2626 人，重症 255 人，轻症 2371
人，共出动 738 车次。没有发生过
一次危险事件，没有发生一次车辆
安全事故，更没有发生过一例死亡
病例。

抗疫期间，刘轶还代表救援队
入选了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组织开展的“致敬！最美
守护者”公益形象系列展示活动。
他说：“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雾’莫过
于护目镜上的‘雾’。穿着防护服工
作的日子很艰辛，但我感到很骄傲
自豪。”

黑龙江富裕县依托当地资源建立扶贫产业园

苇帘编织让3000农户增收
■ 郝迎灿

从镇里回到村部，只见门口停
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阳光一照，锃
亮。陈德忠正纳闷，推门进办公室，
脱贫户杜玉江、刘春华夫妇正在长
椅上坐着。

“陈书记，日子好过了，俺家的
低保就不要了。”杜玉江双侧股骨头
坏死，拄着手杖站起来。

“村里正研究这个事。门口的
三轮车是你的？”陈德忠接过话头。
他是黑龙江省富裕县龙安桥镇小河
东村党总支书记。

“对！去年编苇帘挣了一万多
块钱，看病、生活开销都能应付，新
买了辆小车拉苇秆、送苇帘。”刘春
华抢着说。

小小苇帘，编织出杜玉江一家
的好光景。在富裕县，受益的远不
止杜玉江一家。2018年以来，依托
丰富的芦苇资源，当地大力发展芦
苇编织产业，带动 3000余农户年均
增收近 5000元，其中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980户。

乌裕尔河发源于小兴安岭西
麓，向西流入富裕县境后便折而向
南。下游滋养出扎龙、乌裕尔河两
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数百万
亩湿地沼泽，苇荡密布。

小河东村坐落于乌裕尔河畔。
2017年，陈德忠从镇上派到村里任
职。“村里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8 户
178人，大部分是病残户，缺劳动能
力。虽说已经全部脱贫，但还需采
取后续措施巩固脱贫成果。”

县里早有打算，瞅上了小河东
村2.2万亩苇塘。陈德忠跟着县、镇
领导三赴山东省考察，还采购回芦
苇编织机，免费发放给农户。小河
东村成为全县两个试点村之一。

“一开始技术不熟练，一天也就
编十来片苇帘，来钱太慢。”刘春华
说。

陈德忠一面请山东厂家上门指
导，一面把大伙集中起来统一做工。

“练了不到一周，我一天就能打 30
多片苇帘，村里当场现金回购。”55
岁的王玉芬干重活吃力，编苇帘正
合适。

“咔嗒，咔嗒……”没多久，编织
机清脆的响声在小河东村此起彼伏。

试点进展顺利，如何带动更多
农户增收？

“2018年底，县里整合1500万元
扶贫资金，在小河东村建立芦苇扶贫
产业园，集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市场
销售于一体，打造全县芦苇产业发展
龙头。”县扶贫办主任徐阳说。

在产业园的原料加工车间，55
岁的王勇抱起一捆苇秆放入去皮
机。齿轮转动，吐出一支支去掉外
皮的净秆，王勇再按照长度进行人
工分拣。经过处理后的净秆随后装
车，被运送到全县的各个村屯。

“我们因地制宜，没有芦苇资源
的村屯由产业园提供原料，农户赚
取手工费；有芦苇资源的村屯则自
备原料编织苇帘，农户赚取手工费
和原料费。”产业园负责人关海岩
说，“经质检合格的苇帘由园区集中
回购，统一对外销售。”

一台编织机摆在屋子正中，绍
文乡团结村村民贺福林不紧不慢编
织着苇帘。炕头上，妻子徐玉红忙
着将百十片成品苇帘打包成捆，准
备第二天一早送往产业园结算。

3 年前因患病，贺福林走路不
便。“两个孩子都在读书，他看我忙
里忙外心里不是滋味。去年村里送
来一台编织机，他坐在家里干活就
能挣钱，心里敞亮了不少。”徐玉红
停下活计瞥了一眼丈夫，贺福林不
搭话，低头憨厚一笑。

团结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为
51户编织户提供机械维护、原料运
送、技术指导等服务，还投入 9.5万
元购置了一辆厢式小货车，专门跑

产业园运送原料和成品。“村干部兼
职当司机，编织户跟着押车、装卸
货，大伙一起动手，干群关系更好
了。”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孙长君说。

“如今，在产业园带动下，芦苇
编织产业已经拓展到全县56个村，
去年产值2000多万元，带动3000余
农户年均增收近 5000元，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980户。”徐阳说。

2019 年，富裕县生产苇帘近
400 万片，绝大多数出口海外。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富裕县的苇帘
产业带来一些影响。

“我们不再等待客商上门收，而
是主动走出去，与天津两家外贸公
司达成合作协议，确定全年收购价
格，避免行情波动。”龙安桥镇党委
书记郑继新说，克服疫情影响，产业
园仍然敞开口子收购，保障编织户
利益。

一手稳外贸，一手拓展国内市
场。产业园苇帘展示大厅里，挂满
了各式各样的苇帘样品，一台智能
喷绘机正在工作。不到半个钟头，
丹顶鹤翩翩起舞的画面在苇帘上鲜
活呈现。

“我们针对国内市场开发出喷
绘苇帘，与周边农家乐、旅游景区合
作，开发苇帘装饰品和伴手礼。”关
海岩说，去年以来，通过线上线下多
种渠道，已累计销售喷绘苇帘两万
余片，收入160多万元。

徜徉乌裕尔河畔，芦苇荡一派
金黄色。依托原生态风光，小河东
村还建起了温泉度假景区，发展乡
村旅游。陈德忠介绍，这几年，小河
东村连续获得“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齐齐哈尔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等称号。

变化远不止这些。“村民以前农
闲没事做，现在一年四季有活干，家
家户户比着编帘赚钱，日子更加有
奔头。”孙长君说。

（转自《人民日报》）

本报讯 （江红）10 月 21 日，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联
合南京东山国际企业赴土桥初级
中学开展博爱助学行动。

活动现场，区红会工作人员
向 30 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
受助学生陶琳娜表示：“这一次助
学将激励我更加认真学习，努力
实现自己的教师梦想。我要用自
己的方式，帮助别人，回报社会对
我们的关心。”

近年来，区红十字会大力开展
博爱助学行动，2017年至今累计发
放助学金达 22 万元。区红十字会
业务科科长张琪说，“在日常工作
中，我们能接触到很多家庭困难、品
学兼优的学生。要想改变贫困的命
运，读书是他们最好的出路。我们
希望通过红十字博爱助学行动，吸
引更多社会人士关心贫困地区的教
育，关注学生的未来，主动加入到捐
资助学行动中来，贡献更多爱心”。

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开展“博爱校园行”活动

向30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

碑林区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碑红）11月3日，陕
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召开
第一次全区会员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产生了碑林区红十字会会
长、常务副会长、兼职副会长、秘
书长、常务理事、理事、监事长、监
事，并聘请区委书记刘其智，区委
副书记、区长卢光文为区红十字
会名誉会长。

金牛区举办急救培训班

本报讯（金红）10月27日至
28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
字会联合区卫健局、区医学会在
金牛区人民医院学术厅举办“爱
成都·迎大运”应急救护骨干班培
训，来自全区各医院、诊所、驻区
单位医务室的 120名医护人员参
加培训。

良庆区急救培训进乡镇

本报讯 （施莉萍）10 月 29
日，广西省南宁市良庆区红十字
会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师赴南晓
镇、大塘镇政府，对全体机关干部
职工及各村委干部、南宁良庆东
糖糖业有限公司员工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

建德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建红）10 月 29 日，
浙江省建德市红十字会召开第七
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红十字会理事会和监事
会，并表彰了疫情防控爱心捐赠
单位。

泰州向快递从业者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程新玲）10 月 28
日，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举办
全市快递行业应急救护培训班。
全市邮政、快递企业及分拨中心
负责人共54人参加培训。

阜阳赴特教学校开展慰问活动

本报讯（宋萍）11月5日，安
徽省阜阳市红十字会携人保寿险
阜阳公司为阜南县特殊教育学校
捐赠价值近 5 万元的书包、食品
等物品。

鄂尔多斯开展急救师资提高培训

本报讯 （鄂红）10 月 21 日，
由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鄂尔
多 斯 市 红 十 字 会 联 合 举 办 的
2020 年应急救护师资提高培训
班在鄂尔多斯开班。来自治区各
盟市红十字会以及基层学校、医
院、基层红十字组织的40余名救
护师资参加培训。

临沂开展养老照护培训

本报讯 （临红）10 月 28 日，
山东省临沂市红十字会赴兰山区
柳青街道桃园小区开展养老照护
培训“双报到”志愿服务活动，市
红十字会党员向现场观众发放

“红十字急救手册”，市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培训师王法胜现场讲授
异物卡喉、心肌梗塞等常见突发
急症的急救方法。

蒲江泸定联合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杨羽侗）11月3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联
合泸定县红十字会在甘孜州职业
技术学校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
训。2300余名师生参加培训。

长丰县向退役军人普及急救技能

本报讯（庐红）11月3日，安
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红十字会来前
往县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班，向 40
余名退役军人讲授应急救护培训
课程。

六合区举办初级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六红）10月31至11
月 1 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红
十字会举办第八期周末初级救护
员公益课堂，为40位市民开展初
级急救员培训。

达州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达红）11月3日，四
川省达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聂立
超一行赴宣汉县黄石乡阳雀社
区、铜岗村、金竹寨村和通川区新
锦社区，实地走访慰问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困难群众30人（户），
送去慰问金 2.4万元。自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达州市红十字
会看望慰问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
247 人（户），捐赠人道救助资金
18.9万余元。

芗城区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陈守平）10 月 28
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红十字
会联合芗城区教育局走进芗城中
学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活
动，150 名教职工和学生现场参
加培训。

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亮相“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原创“急救方舱”引关注
本报讯（东红）11月7日，北

京市东城区在天坛公园举行第三
十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
仪式。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与东
城区红十字会合作组建的红十字
应急救援队亮相。

东城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由
东城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组成，
是北京消防系统唯一一支红十字
救援队。活动现场，东城区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带来一辆由汽车改
造的急救方舱，获市民关注。现
场指战员介绍，这辆急救方舱属
全国首创，可跟随消防车一起出
警，弥补 120 急救人员到场前的
这段时间差。急救方舱到场后，
能在医护人员到来前，利用黄金
四分钟开展心肺复苏、除颤、止血

包扎等急救项目，在最短时间内为
救援现场提供检伤、急救及常规医
疗保障。

现场设置了多项互动环节，救
援队队员与现场观众分享救灾经
验，三起火灾当事人现身说法，讲述
突遇火灾的经历。

此外，活动现场还展示了逃生
设施、救火设备，进行了家庭防火演
示和液化气知识科普。

启动仪式上，东城区消防救援
支队发布了原创话剧《香椿院儿的
蓝朋友》，讲述“蓝朋友”和老百姓的
故事。

下一步，东城消防救援支队将
于每周六上午9时至中午12时会在
天坛公园开展消防安全主题公园日
活动。

成都市金堂县红十字水城救援队助力“铁人三项公开赛”“越野挑战赛”

两度“守护赛场”
本报讯（金红）10月24日至

25日，“2020中国·金堂成渝双城
铁人三项公开赛”在四川省成都
市金堂县举办，500 余名专业选
手及项目爱好者参加比赛。金堂
县红十字水城救援队派出 19 名
队员参与赛事保障，负责比赛突
发状况下的紧急处置和救援工
作。这已是水城救援队月内第二
次参加体育赛事保障工作。一周
前，水城救援队还为另一场赛事
提供过救援帮助。

10 月 17 日至 18 日，金堂县
举办龙泉山超百公里越野挑战

赛，县红十字水城救援队出动 6 名
队员参与赛事保障。越野挑战赛参
赛人数达999人，最长路线拓峡100
公里组赛道，涉及金堂 4 个镇（街
道），县红十字水城救援队 24 小时
全天候待命，随时为参赛人员提供
帮助。

18日凌晨，一名大姐称自己 15
岁的儿子独自上金堂山迎接参加比
赛的父亲后失联，希望救援队帮忙
找孩子，队员接到求助后立即冒雨
上山搜寻，经过一个多小时搜寻，终
于在大山深处找到孩子，求助者连
声感谢。

云南省腾冲市红十字会开展“怒江行，爱相随”公益项目

21名学生获助学金
本报讯（董映丽）11月5日，

云南省腾冲市红十字会举行“怒
江行，爱相随”青少年公益项目
2020 年“一对一”助学款发放仪
式，现场向 21 名中小学生发放
12600元助学金。

“怒江行，爱相随”青少年公

益项目于 2019年在腾冲开展，通过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开募
捐，发动广东、北京、成都等地爱心
人士，对怒江流域品学兼优的贫困
学子开展一对一资助以及援建博爱
图书角项目，助力怒江流域的精准
扶贫工作。

共享美好秋色
10月31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江宁区融媒体中心、江宁

区残联、江宁医院联合主办2020年江宁区关爱残障儿童户外摄影主题活
动，20名残障儿童在汤山矿坑公园用镜头记录江宁秋景。 （江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