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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达

激流洄转，浊浪滔滔。10月 29
日至 11月 4日，2019年两岸红十字
水上安全救生培训班在台湾台北、
花莲举行。

这是两岸红十字组织自 2013
年签署《两岸红十字组织民间交流
活动及水上救援培训合作备忘录》
以来开展的第 18 期水上安全救生
培训班。7 年来，两岸红十字组织
精诚合作，累计培训合格水上救生
员、教练员686名，遍及福建、广东、
山东、浙江、广西、江西及台湾地区，
留下一批又一批水救“种子”，也成
为推动两岸民间交往之舟无惧风
浪、持续前行的风帆。

五十四年传薪火

11 月 2 日，台湾花莲县秀姑峦
溪。连日降雨之后，本就湍急的溪
流更加汹涌难测，混杂着泥砂的浑
浊水中，53 名学员载沉载浮，在现
场近30名教练员指导下，分组进行
翻舟自救、浅滩横渡及绳索架设救
援训练。

“急流救生员，最重要的是先确
保自己安全，再利用最省力、最安全
的救援方法救人。”52 岁的总教练
林治兴凝视水面，手持对讲机，不时
大声发出指示。有 16 年救生员经
历、10 年教练经历的林深知，在凶
险难测的急流救生中，每一个细小
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后
果，绝不能有丝毫大意。

63 岁的陈聪明教练也来到了
现场，他是林治兴在急流救生领域

的“引路人”，也是《台湾红十字组织
水上安全急流救生训练教材》的编
撰主笔、台湾急流救生领域的奠基
人之一。

“2000年7月，台湾发生震惊岛
内外的‘八掌溪惨剧’，4 名被困工
人因救援无序被山洪卷走。这让我
们深刻认识到急流救援的重要性，
以及红十字组织在此领域可以加强
的空间。”陈聪明说。此前，台湾红
十字组织已在水上安全救生领域耕
耘35年，却对急流救生涉猎甚少。

痛定思痛，台湾红十字组织于
2002年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收集国
内外相关资料，拟定水上安全救生
技能提升训练计划书。2003 年 11
月，集合全台各地区水上安全救生
教练 120 余人，首次赴秀姑峦溪开
展为期两天一夜的训练课程研讨，
听取参与者意见，确定训练目标及
教材大纲。2004 年，派出陈聪明、
王成华等一批教练远赴美国加州，
接受急流救生专业训练。同年 12
月，召集45位教练，根据训练成果，
再次确定符合台湾实际的训练规范
及教材内容，历时两年，编成《台湾
红十字组织水上安全急流救生训练
教材》一书，成为台湾红十字组织培
训急流救生人员的“圣经”。

漫漫光阴随大江大河奔涌而
去，在陈聪明、王成华等一批老教练
鬓角留下岁月的风霜，也在一代又
一代青年救生员、教练员心中刻下
信仰。如今，经过 54 年发展，台湾
红十字组织共发展水上救生团队
41 支，拥有志工 7300 余名，服务范
围涵盖水上安全教育、暑期及节假

日水域执勤、灾害救援等。台湾水
救协会等民间组织的骨干成员，也
大多接受过红十字组织专业训练。

“今天来到现场的近 30 名教
练，全都是不拿一分钱的红十字志
工，都是从一期又一期急救培训班
中走出的水救种子，是我们这支队
伍薪火相传、发展壮大的中坚力
量。”已逐渐退居训练二线的陈聪明
说。

花开两岸硕果丰

“拉起陷在水中每一双手，每一
双父母的手、孩童的手，让他们远离
死神，重返家园。”台湾红十字组织
教育训练处处长李聪敏说，这是台
湾红十字组织自 1965 年以来坚持
不懈开展水上安全救生工作的宗
旨，也是激励着每一位志工奉献时
间和精力、无怨无悔参与水上安全
救生的动力和初心。

这份初心，在新北市三峡镇大
豹溪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豹溪是台
湾最危险河川之一，全长22.5公里，
蜿蜒曲折，沿途漩涡、暗流密布，几
乎每年都要发生溺毙事故，最多的
一年曾吞噬了59人。

为让悲剧不再反复上演，台湾
红十字组织下辖新北市水上安全工
作大队进驻大豹溪，33年来出动志
工 65838 人次，救溺 1692 人。“一个
显著变化是，当年河边总有殡仪馆
推销员在游荡，如今早已不见踪
影。”新北市水上安全工作大队高级
救生教练、人称“溪王”的王艾说。

“大豹溪的情况和我们闽江很
像。”福建省红十字水上救援队队长

郑志军说。闽江是福建省最大独流
入海（东海）河流，也是福州人钟情
的“野游”区域和最易发生溺亡事故
河段，尤其是涨潮时水漫河堤，暗流
涌动，危险系数极高。溺亡事故最
频繁的一年，整个福州地区有84人
遇难。

2009年，福建省红十字会主动
作为，借鉴台湾红十字组织经验，动
员游泳爱好者组织成立福建省红十
字会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队（福
建省红十字水上救援队前身）。首
任总队长魏勇生就是陈聪明的“得
意门生”，其余队员也大多接受过来
自台湾方面的专业培训，与王成华、
杨招治等台湾教练私交甚笃。

福建省红十字水上救援队的
成立，为波涛汹涌的闽江戴上了一
顶“安全帽”，仅在成立当月，就从
江中救起 11 人。此后十年，救援
队坚持每年夏、秋两季持续在闽江
河岸开展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
累计志愿服务超过 2 万小时，值勤
时段没有发生过一起意外溺亡事
件。

2013年，福建省红十字水上救
援队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旗“中
国红十字（福建）水上救援队”，成为
中国红十字会首批 21 支国家级专
业救援队之一；2018年，获评“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受到中央
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13部门联合
表彰；2019年，从全国300余支参赛
队伍中突出重围，闯入全国首届应
急力量竞赛决赛，荣获水域救援类
团体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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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翻浪涌鱼龙舞
——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水上安全救生培训项目纪实

本报讯 （郭新）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水上搜救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
出健全水上搜救体制、完善联席会
议制度、注重内河水上搜救协同加
强信息资源共享、完善水上搜救规
划和预案体系等十方面措施。

《通知》强调，水上搜救是国
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的重
要内容，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际影响力
具有重要作用。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落实预防与应对水上突发事
件的属地责任，建立健全水上搜
救组织、协调、指挥和保障体系，
水上搜救所需经费要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确保水上搜救机构高效
有序运行。

《通知》要求，加强国家专业

救助打捞队伍和国家海上搜救部
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所属水上搜
救、水域救援力量建设，开放共享
训练条件，强化搜救培训教育。
充分发挥商船、渔船、社会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引导社
会搜救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有序发
展。组建跨地区、跨部门、多专业
的水上搜救专家队伍，建立相对
稳定的应急专家库，为做好有关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通知》还强调，推广普及水
上搜救文化。牢固树立生命至
上、安全第一的思想，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活
动，提升全社会水上安全意识。
建立激励机制，加大先进人物、感
人事迹宣传力度，提升从业人员
社会认同感、职业自豪感和工作
积极性，为做好水上搜救工作创
造良好氛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加强水上搜救工作

本报讯 （津红）11 月 8 日，天
津市红十字会举办庆祝建会 108
周年暨“爱岗奉献 践行人道”主题
党日活动，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市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吴庆云发
表讲话，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机关党委书记于慧斌传达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全会党员干部要严
格按照中央、天津市委和市红十字
会党组的部署要求，认真抓好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作，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四中全
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
务上来。

会议要求，深刻学习领会、牢
牢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目标导向，深入推进红十字会
治理结构改革；依法履行职责，全
力抓好核心业务工作落实；抓好成
果转化，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
展，奋力开创新时代天津市红十字
事业发展新局面。

活动现场播放纪录片《百年中
国红十字》，回顾中国红十字会百
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邀请天
津市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徐华清的
后人徐建新老先生，讲述徐老会长
的人道情怀；老中青三代红十字人
走上讲台，讲述“我与红十字的故
事”，坚定理想信念，畅谈使命担
当。

天津红会举办庆祝建会108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蒙红）11 月 4日，内
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召开第16次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部
署要求。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王芳主持会议并
讲话，就自治区红十字会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
具体要求。

会议要求，认真对标对表、坚
决贯彻落实，切实把学习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成效转化为推动
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
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一是掀起学
习热潮，持续深入抓好政治建设。
二是坚持目标导向，深入推进红十
字会治理结构改革。三是依法履
行职责，全力抓好核心业务工作落
实。四是搞好成果转化，推动自治
区红十字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党组成员孟克宝音、陈立本、
陈华和会机关各部室、备灾救灾
中心、应急救护训练中心全体党
员干部和职工参加会议。

内蒙古红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涂文涛 王曼）11月
1日，2019年度湖北省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总结会在武汉召开。省红
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钦、省卫健
委二级巡视员喻学华出席开班式
并讲话，全省各市、州、直管市、神
农架林区红十字会，卫生健康委，
医疗机构和协调员代表70余人参
加会议。

会议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大力推进全省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工作
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精心谋

划、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提
升协调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
能力；聚焦主责主业，努力打造红
十字“生命接力”品牌，开创湖北
省人体器捐献工作新局面；创新
宣传新模式，拓展传播力度和广
度，切实提高民众的知晓率和认
可度，依法依规做好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

会议从宣传动员、人文关怀、
规范管理、改革大局四个方面总
结了 2019年全省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取得的成绩，对下一步重点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湖北召开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年度总结会

本报讯 （青红）11 月 5 日，青
海省首例人体器官捐献获取手术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实施，实现了
青海省人体器官捐献“零”的突破。

器官捐献者蒋东林今年 57
岁，是一名普通退休工人，半年前
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11月3日，他因突发脑出血被家人
送至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救治。
医院初步判断，病人救治希望渺
茫，家属随后主动表达了进行器官
捐献的意愿。“弟弟平时很有爱心，

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这个决定也是
帮他实现愿望，家里人都很支持。”
蒋东林的哥哥蒋终林说。

5日上午11时，在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中心、青海省红十字会
和重庆市红十字会的共同见证下，
完成了器官获取手术。经中国器
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RTS）匹
配，蒋东林捐献的肝脏和一对角膜
被紧急转运至北京，两个肾脏被转
运至上海，至少5名患者因此重获
新生。

青海实现首例人体器官捐献

南浔古镇是国家5A级景区，
游人众多，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红十
字会在南浔古镇景区投放了2台

“救命神器”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和 24 个“急救小屋”，打造了
一条贯穿古镇的“急救生命线”。

两台 AED，一台位于古镇入
口，一台位于刘氏梯号检票口，均
为人流量较大场所。24个“急救小
屋”沿古镇主干道布设，均位于各
景点入口处和人流量较大场所。
夜幕降临，“急救小屋”上的红十字
标志会自动亮起，十分醒目。

下一步，南浔区红十字会将
组织景区巡逻员、导游、居民，分
批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提升群众
自我保护意识和应对意外伤害的
自救互救能力。

（浔红）

古镇新景

本报讯 （宗红）11 月 11 日，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
总会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和广
大党员干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准确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精
神实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上走在前、做
表率。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是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
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回顾总结了一年多来党
和国家工作，科学分析了国内外形
势的发展变化，深刻阐述了推进制
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全会
作出的《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深刻回答了

“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
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
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

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
务和举措，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
领性文献。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
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迅
速组织传达学习，面向全体党员干
部开展多种形式的全覆盖学习培
训，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要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通起来，与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结合起来，真正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红十

字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切实强化
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
制度执行的表率，严格按照制度履
行职责。要贯彻落实全会提出的
重大思想观点、重大制度安排、重
大工作部署，深化红十字会改革，
推进依法治会，促进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红
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
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用。

党组成员王海京主持会议，党
组成员、副会长尹德明，总会机关
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党支部书记参
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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