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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一腔热忱照亮公益之路
——记“四个100”最美志愿者、浙江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闵华

■ 刘东东

“我希望在遇到突发事故时，围
观的人群中总有人能站出来说一句

‘我会急救’。”向全社会普及急救技
能，让更多人学会急救、敢于急救是
浙江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
闵华的心愿。

35年来，闵华利用节假日时间
跟随湖州市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足迹遍布学校、社区、乡村，应
急救护培训受益人数超30万人次。
如今，56岁的闵华依然活跃在应急
救护志愿培训第一线。

与“红十字”结缘35载

闵华的“公益初心”，要从35年
前说起。

19世纪80年代，退伍后的闵华
入职刚成立的湖州电力局医务室。
作为随行医生，闵华经常跟着线路
工人下乡到处施工，保障他们的安
全，菱湖、千金、埭溪……这些地方
交通不便，闵华常常一去就是几个
月。

电力工人高空架线，发生意外
怎么办？我不在现场的时候，还有
人能做急救吗？每次跟随着线路工
人施工回来，闵华心里总是多一分
牵挂。“越来越多人掌握急救知识方
法，才是应对意外事故最有效的办

法。”从那时起，推广急救知识的“种
子”便深深埋在了闵华心里。

1986年，湖州市红十字会恢复
工作后，闵华第一时间联系，并加入
湖州应急救护培训大军。自此，闵
华与红十字应急救护结下了长达
35年之久的缘分。

当时，湖州市应急救护培训几
乎一片空白，工作开展举步维艰。
为此，闵华翻阅大量书籍资料，在海
量线索中寻找出最适合编写应急救
护知识的有用素材，空闲时间还前
往上海听课，到电力医院取经，一点
一点摸索。带着满腔热忱，闵华一
边在小小的医务室里忙碌着，一边
给自己“充电”。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
不懈努力和精心耕耘，闵华摸索出
了完善的应急救护培训体系，成为
浙江省内特殊行业应急救护知识普
及的首创者和先行者。村级电工全
员有培训和每三年要复训，每辆工
程车和每班组都配备了急救包，真
正实现了湖州电力从业人员“人人
学急救、人人会急救”。

为提升应急救护普及率，闵华
开始“摆地摊”授课。只要有机会上
课，他都随叫随到，扛着 50 多斤重
的模型，走到哪就背到哪儿。在社
区文化广场、农村礼堂、大街上，铺
好一张席子，放上一个人体模型，拎

起一个喇叭，急救课堂就搭好了。
随着宣传工作深入，闵华渐渐成为
湖州民间应急救护达人，前来听课
的市民越来越多。

跪地救人获关注

2019年 10月 4日，一辆水泥灌
装车与电动车在路口相撞。电动车
被撞女孩摔倒在地，头部不断冒出
鲜血。闵华和好友骑行经过，见状
便急忙上前救援。

凭着多年的应急救护经验，闵
华意识到女孩颅脑和颈椎可能受到
损伤。他从随身携带的急救包里，
拿出一块干净的三角巾和无菌敷
料，放在女孩头的下方，然后小心翼
翼地从肇事司机怀里接过小女孩，
手捧她的双耳侧，跪着把她的头压
在敷料上止血。随后，闵华开始逐
项检查女孩的生命体征。他用拇指
和食指撑开女孩的眼睛，看了下她
的瞳孔，在她两侧耳边大声呼喊，判
断她的意识；用指甲掐了一下女孩
的手指并让她尝试动一下脚，以此
判断神经反射系统是否正常；观察
她的耳朵里是否有蛋清色血性液体
流出，判断是否存在颅底骨折……

“孩子，不要睡着，头不要动，坚
持一下！”满头大汗的闵华一边安抚
女孩，一边用双手牢牢保护着她的
头部。直到救护车赶到，他才松了

一口气。
闵华跪地救人的举动引发社会

大众和网友热评，人民日报、新华社
等数十家媒体纷纷为他点赞。

汇聚爱心暖流

闵华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越
来越多人向闵华学习，加入红十字
急救队伍。浙江省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二级培训师张珏就曾受闵华影
响。

2018 年 7 月一个上午，国网湖
州供电公司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联
合仁皇山社区开展了一次党员活
动，闵华作为主讲人，向社区工作人
员、居民演示心肺复苏术。张珏主
动找到闵华，加入他的团队。经过
一年的学习，她顺利通过了红十字
会组织的二级培训师资考试，掌握
了相应的急救技能。

闵华周围还有很多人像张珏一
样自发加入团队，他们当中有摄影
师、后勤服务人员、车辆维修人员、
新闻工作者……来自各行各业的人
和闵华一起组成了这支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志愿服务队。

5 人、10 人、25 人，团队规模不
断壮大。为了让更多人学急救，湖
州市红十字会在电视、广播、微信、
微博以及传统媒体等渠道投放“公
益微课堂”等系列节目，充分依托学

校、社区 、企业等开展丰富多彩的
培训活动，提升学校教师与家长、广
大居民“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的意识，线上线下联动不断提升大
众自救互救水平。截至目前，闵华
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应急救护线下推
广志愿服务时数达 3 万小时，累计
培训人数超过30万人次。

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闵华
的学生。路遇癫痫倒地患者，冷静
施救、耐心陪伴直到医务人员到场
的徒弟张翼；与医务人员接力心肺
复苏，挽回溺水儿童生命的莫裕丰
……“二次传播”创造了一次又一次
生命奇迹，志愿团队应急救护培训
的辐射效应进一步显现。

今年世界红十字日，闵华团队
创新传播形式，在省内首开应急救
护知识网上课堂，通过网上直播向
广大网友传播应急救护知识和技
能。45分钟直播时间内，播放量达
到136万，直播、录播播放量累计突
破160万。团队的志愿服务也获得
浙江省志愿者协会的认可，在 2020
年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
荣获金奖。

“35 年远远不够，我想培训更
多人，让他们掌握急救技能，守护更
多生命。”闵华说，“我要把红十字公
益这面旗帜一直扛下去，为生命接
力的公益之路一直走下去”。

江西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守护好山水 守望好日子

长春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长红）11月10日上
午，吉林省长春市红十字会召开
支部大会，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支部书记、
副会长张胜利主持会议，组织学
习全会公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并对市红十字会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作出安排部署。

长治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董峥）11月6日，山
西省长治市红十字会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党组书记、专职副会
长丁向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党员干部要自觉将红十字工作置
于大局、大势下来思考谋划，要将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与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边
学习、边研究、边工作、边总结，要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紧密结
合红十字会职责使命，深入研究
思考进一步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手和联系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的有效举措，
提高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
能力。

合肥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庐红）11月4日，安
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党支部组织
集中学习，原文传达了《中共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公报》《中共合肥市第十一届十一
次全体会议决议》等会议精神。

东台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杨玉明）11月5日，
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召开学习
会，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晋中成立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
省晋中市红十字会成立应急救护
志愿服务队，这是市红十字会批
准建立的第8支志愿服务队。首
批入队的志愿者达17人，全部为
从事晋中市救护培训教学的师
资。

宁都县发放“博爱助学”奖学金

本报讯（张岚）11月5日，江
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 2020年“博
爱助学”奖学金发放仪式（宁都
县）在县教科体局举行。“博爱助
学”奖学金是由赣州市红十字会、
赣州市教育局、赣州市扶贫办联
合举办的博爱助学项目。经层层
筛选和申报，宁都县共有20名学
生获得“博爱助学”奖学金，共计
2.7万元。

利津县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董强）11 月 5 日至
6 日，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
字会举办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
育项目第十期救护员培训班，52
人参加培训，50人通过考核获得
救护员证书。

绍兴助力马拉松赛

本报讯 （陈佳佳 张宇瑾）
11 月 8日，浙江省绍兴市举行马
拉松赛。绍兴市生命阳光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越城区生命关爱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 64 名队员，上
虞、柯桥、新昌100余名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队员，以及绍兴文理学
院 680名红十字医疗志愿者为比
赛助力。

金堂县救护员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金红）11 月 7 日至
8 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红十
字会组织开展救护员培训进高校
活动，为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学生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救护员培
训。

兰溪举办红十字青少年训练营

本报讯（冯怡凌）11月9日，
浙江省兰溪市红十字会启动红十
字青少年骨干训练营，50余名红
十字青少年骨干参加开营仪式。
训练营将帮助各位红十字青少年
骨干系统学习红十字运动基本知
识和应急救护知识技能。

太仓一生命安全体验馆揭牌

本报讯 （金玲）近日，江苏
省太仓市“德育新时空·活力双
中娃”双凤中学生命安全体验馆
揭牌，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双
凤镇相关负责人参加揭牌仪式，
市红十字会向双凤中学捐赠帮扶
资金 4000元，用于资助 8名贫因
生。

浙江省丽水市红十字会联合印发工作实施方案

助力打造“五分钟社会应急救护圈”
本报讯 （李晨希）近日，浙

江省丽水市红十字会、丽水市卫
健局、丽水市农业农村局、丽水市
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丽水山
居”民宿旅游景区“五分钟社会应
急救护圈”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助力乡
村振兴，建立健全A级旅游景区、
民宿应急救护服务体系。

通知要求，至 2021 年底，力
争全市“丽水山居”民宿、旅游景
区从业人员应急救护技能普及培
训率达 100%；全市 A 级旅游景

区、精品民宿常用小药箱配置率达
100%，特定人群（4A及以上旅游景
区应急救护人员、四钻级民宿业主
或管家）应急救护员取证率达80%；
全市 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和四钻
级民宿设置安装 AED（心脏除颤
仪）至少一台以上，力求突发心脏骤
停等急症病人在应急救护黄金五分
钟内得到社会有效响应及救护。

围绕这一举措，丽水市红十字
会迅速行动，为全市9个县（市、区）
部分A级景区、153家民宿600余人
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路遇车祸，郑州红十字志愿者及时施救
本报讯 （郑红）11 月 10 日，

河南省郑州市红十字法律工作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胡健坤路遇一起
交通事故，一名妇女受伤倒地，胡
健坤上前察看，并及时拨通视频
电话，连线郑州市红十字法律工
作志愿服务队队长冯海河。

在冯海河指导下，胡健坤首
先在现场设置隔离物，防止来往
车辆对伤者造成二次事故，同时
拨打 110、120。随后，他找来干
净毛巾替伤者按压住伤口止血，
询问伤者家庭电话，与其家人联

系，并拍下现场情况与肇事车辆车
牌，留下双方当事人电话与部分在
场围观群众联系方式。直到救护车
赶来，胡健坤才放心离开。

“作为红十字法律工作志愿服
务队的一员，胡健坤帮助患者及时
接受救治的举动令我们感到自豪。”
冯海河说。

成立以来，郑州市红十字法律
工作志愿服务队经常深入社区讲
解、传授应急救护技能，普及法律保
障知识，有效结合专业知识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上海市青浦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助力进博会
本报讯（青红）11月4日，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
开幕。上海市青浦区红十字会积
极发挥作用，组织多名“小叶子”
志愿者为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提供志愿服务，促进活动顺
利举办。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进博
会，作为非医务人员志愿者，我感

到十分荣幸和激动。通过红十字会
组织的培训，我学到很多实用的急
救技能。当我看到同伴帮助受伤的
参展人员时，我感受到了作为红十
字志愿者的自豪。希望我将来有机
会继续参加进博会和红十字会举办
的志愿者活动。”青浦区红十字志愿
者朱雨佳说。

安全教育进校园
11月10日，河北省唐山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字慈铭志愿者服务队

走进唐山光明实验小学, 开展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主题宣传活动。
（唐红/摄）

■ 林小溪 祁嘉润 闫伊乔

华屋村史馆前，向右，是7套歪
斜的土坯老屋，逼仄狭窄；向左，是
66 幢崭新的客家小楼，黛瓦白墙。
村民早已迁入新房，老屋则被完好
保留，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好日子
来之不易！”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
远近闻名的“红军村”。在革命老区
江西，许多像华屋村一样的远山小
村，曾经饱受贫穷困扰，如今迈步小
康。

红色摇篮，华屋村处处皆“华屋”

岭上苍松挺拔，后山游人如织，
村民华小英声情并茂讲述着“信念
树”的故事。86 年前，17 名年轻后
生参加红军，临行前栽下 17 棵松
树，相约革命成功后省亲故里。树
犹在，人未归。17棵青松在乡亲们
的呵护下枝繁叶茂，不屈不挠的精
神在华屋人血液里流淌，他们从未
停下奋斗的脚步。

改革开放以来，红都瑞金的变
化翻天覆地，但由于田少地薄、资源
匮乏、劳动力短缺等原因，华屋村一
度很贫困。

2012 年，随着《国务院关于支
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
干意见》出台，华屋村推进整村改
造，66幢具有浓郁客家风情的新民
房拔地而起，红军祠、信念亭、村史
馆、长征体验路相继落成。错落有
致的新居取代透风漏雨的土坯房，
洁净的自来水取代浑浊的土井水，
平坦的柏油路取代曲折泥泞的乡间
小道，焕然一新。

用好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村民们开起土菜馆，华小英担任主
厨。“没成想，餐前泡菜比主菜还受
欢迎。”华小英开办泡菜工坊，建起
蔬菜合作社，并注册商标。通过“景
区直销+电商”模式，华屋泡菜走向

全国，月均销售额达六七万元，带动
一批贫困户增收致富。

“合作社为菜农兜底保障，每月
增收近千元。”说起华小英和她的合
作社，建档立卡贫困户华割禾连连
称赞。爽口的豆角、脆嫩的黄瓜
……满足了人们的味蕾，更浸透着
华屋村的变迁。

听一段红色故事，品一桌客家
菜肴，住一晚山村民宿，已成为华屋
村的热门旅游攻略。2019年，华屋
村人均纯收入达 1.36万元，是 2011
年的6倍多。

绿色家园，泮溪村秃山变“氧吧”

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泮溪湖
风光旖旎，因湖得名的泮溪村透着
灵秀之气，幢幢民居依山傍水、错落
有致……泮溪位于国家 4A级景区
梅岭狮子峰内，距南昌市区仅20多
公里，游客络绎不绝，停车场总是满
满当当。

“泮溪村的生态与区位优势明
显，但过去却守着绿水青山过苦日
子。”南昌市太平镇泮溪村第一书记
郭纪征说，当地山多地少，过去因过
度采伐破坏了竹林，水土流失严重，
湖水浑浊不堪，村民守着水源还要
绕远挑水。全村 1200余人，外出务
工的青壮年一度达800余人。近年
来，村民们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的
重要性，恢复生态、发展旅游成为普
遍共识。

给生态加绿，为小康增色。泮
溪村民下定决心封山育林，自筹资
金购买苗木。山绿了，水清了，村子
美了，泮溪成了远近闻名的天然氧
吧。“村在景中建，人在画中行，游客
不请自来。”村民杨庚金牵着匹骏马
乐呵呵地说。

杨庚金老伴去世早，孩子有残
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前靠低保
过活。景区兴建跑马场后，村里安
排他投草喂料、牵马巡游，参与分

红，杨庚金“马”上脱了贫，攒下一笔
积蓄，加上政府给的 1.5万元补贴，
他拆了老屋，建起一栋60多平方米
的砖瓦房。

守护好山水，守望好日子。目
前，泮溪村发展农家乐 30 余家，旅
游从业人员 500 余人，旅游年综合
收入 5000 万元以上。 2019 年 11
月，泮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4户28
人全部摘帽，全村人均纯收入超
15000元。

古色村落，长塘村老屋成“网红”

粉壁黛瓦马头墙，曲杆回廊小
轩窗。傍晚时分，井冈山市拿山镇
长塘村炊烟袅袅，夕阳为这座百年
古村洒上一抹金黄。

“上菜了！大伙快进屋坐。”村
民胡艳梅热情地招呼着游客，她是
长塘古韵度假村的服务员。“前些
年，甭说摆席待客，顺着墙边走，都
害怕被掉落的瓦片砸到。”胡艳梅
说。长塘古村已有 500 多年历史，
是一座具有徽派特色的明清古建筑
群村落。老屋年久失修，村里也无
力维护，只得任其荒废。

活态保护古村落，宜游宜居见
乡愁。2018 年 4 月，井冈山市引进
北京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将22栋明
清老宅打包租赁，先后投资 2000多
万元，按照修旧如旧的理念修缮改
造。长塘古村摇身一变，成为拥有
53间客房、83个床位的精品民宿度
假村。

百年古村“活”起来，群众日子
“火”起来。企业按照每栋每年
3000—5000 元的标准向村民交纳
房租，并向村委会支付每年不低于
8 万元的分红，“村企民”共享发展
模式令村庄、企业、村民互利共赢。

“没想到守着老房子，也能过上
好日子。”胡艳梅高兴地说。长塘古
韵度假村生意红火，房间已预定到
年底。 （转自《人民日报》）

聚焦“四个100”

依托“数字政府”政务云平台，推进阳江市红十字会综合服务建设

广东首个“数字红会”上线
本报讯 （阳红）近日，经历 4

个月建设的广东省阳江市“数字
红会”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阳江市政府副市长程凤英，广东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杨
波出席上线仪式并讲话。

“数字红会”综合服务平台是
一套专注于支撑红十字公益事业
的应用软件系统，依托阳江市“数
字政府”政务云平台，融合“互联
网+公益”新模式，运用大数据、
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把红十字组织搬
到网上，实现红十字会核心业务
网上全流程申办，各项流程与操
作在手机终端即可完成。

项目第一期重点建设红会基础
管理、综合信息发布系统、物资捐赠
全流程管理系统、红会会员管理系
统、救护培训管理系统、AI 智能服
务系统、智慧大屏展示系统、数据可
视化系统八大模块，基本满足群众
网上办事和红会智能化管理的需
要。二期重点建设物资仓储管理系
统、三献三救管理系统等八大模块，
以实现重大灾情发生时海量募集物
资的信息化管理。

杨波表示，阳江市红十字会率
先建设“数字红会”综合服务平台，
为省红十字会工作实现线上线下有
效衔接提供了经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