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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沪红）11 月 17 日，
2019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以下简称

“上马”）在黄浦江畔鸣枪开跑，来
自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0余名
运动员和跑步爱好者参赛。上海
市红十字会派出150余名红十字志
愿者，沿赛道设立17个志愿服务点
（医疗点），配备运动急救用品和便
携式AED（自动体外除颤仪），为参
赛运动员提供现场救护、能量补给
等服务。

此次服务上马赛事，是上海市
红十字系统服务上马的第八年。
参与赛事保障的150余名红十字志
愿者，分别来自赛程所在区（黄浦、
静安、徐汇）的基层红十字会、红十
字救护队和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
均经过专业应急救护培训，能及时
为发生擦伤、扭伤、抽筋等一般伤
情的参赛选手进行现场初级救护。
选手发生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可
以立即使用AED和心肺复苏施救，
为专业医疗人员抵达现场进行抢
救争取宝贵时间。

比赛当天，天还未亮，红十字
志愿者已经陆续抵达红十字志愿
服务点（医疗点），整理相关急救用
品，包括创可贴、云南白药喷雾、红
花油等急救药品和便携式AED，还

准备了饮用水、巧克力和饼干等为
参赛选手补充体力。

在中共一大会址旁的红十字
志愿服务点，红十字志愿者为腿部
不适的选手喷涂云南白药，并用拍
打放大帮助腿部减轻疲劳，为脚跟
磨损的选手提供创可贴，为大腿摩
擦不适的选手涂抹凡士林。很多
参赛选手跑过服务点，顺手接过志
愿者递过的矿泉水、香蕉或者巧克
力后，伸出大拇指表示感谢。

“红十字运动是国际性运动，
上海又是国际大都市，上海的红十
字运动理应主动提升国际高度，让
红十字旗帜在各项国际赛事中飘
扬！”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张浩亮表示。

据悉，今年上海举办了多场国
际马拉松赛事，浦东、徐汇、静安、
闵行、松江以及崇明区红十字会主
动对接赛事组委会，组建应急救护
志愿服务队，配置 AED，全程参与

应急救护志愿服务，为参赛选手的
生命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红十字服务上马等大型赛事、
活动，是上海市红十字会近年开展
的一项重要工作。2018年10月，上
海市红十字会积极响应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号召，会同上海市体育局
向各区红十字会、区体育局印发通
知，积极推进红十字参与马拉松及
相关运动赛事救护服务工作。2019
年4月，又下发《关于积极参与2019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应急救护服
务的通知》，要求各区红十字会充
分发挥优势，更有效保护参赛人员
的生命和安全，同时借助马拉松等
相关赛事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更好
地宣传和普及红十字应急救护知
识，倡导“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
人”的理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1 月 18
日，上海市红十字系统今年共保障
国际、国内体育赛事及进博会等重
大活动28场，参与服务的志愿者达
到 700余人，配置AED114台，提供
现场救护服务 3500余例，其他服务
7300 余例，弘扬了“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让上海这座国
际大都市更具温度。

黄浦江畔一抹“红”
上海市红十字会服务2019年国际马拉松赛，今年已参与28场重大赛事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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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中国红十字报》《博爱》杂志

本报讯 （红基）近日，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上汽通用五菱博爱基
金援建的卫生院、血站项目在印
度尼西亚勿加泗地区竣工，计划
于2020年3月投入使用，服务该地
区240万民众。

印尼是东南亚国土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带
一路”沿线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
家。2017 年底，上汽通用五菱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向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捐
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印度
尼西亚基础医疗体系建设，在当
地援建卫生院和血站。

今年11月12日，博爱卫生站、

血站竣工前夕，上汽通用五菱博爱
基金又向印尼捐赠4辆救护车，分
别服务于雅加达、芝加朗和日惹地
区，捐赠1辆移动诊疗车作为流动
诊所，为茂物地区提供卫生服务。
根据援助计划，基金将累计捐赠13
辆救护车、移动诊疗车，覆盖爪哇
岛主要地区、苏门答腊岛主要省份
棉兰、北干巴鲁和西加里曼丹岛坤
甸等地区，每年每车预计可以服务
7200名当地民众。

2007 年以来，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汽通用
五 菱 博 爱 基 金 ，共 投 入 善 款
8561.83 万元，帮扶人数超过 300
万人。

红基会援助印尼博爱卫生站竣工
计划明年3月投入使用，可服务当地240万民众

本报讯（王斌）11月11日，山
西省红十字会召开机关和直属单
位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主要
精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郑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必须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
红十字事业发展, 毫不动摇坚持
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对红十字工作的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
十字事业发展道路，进一步强化
党对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领
导，推进依法治会，不断改革创
新，发挥好红十字会独特的民间
外交渠道作用，继续为国奉献、为
民造福，在发展进步中彰显中国
制度和治理体系下红十字事业发
展的特色和优势。

会议对进一步抓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作出
安排部署。

山西红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孟德涛）11月12日，
河北省红十字会召开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河北省委九
届九次全会精神。河北省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宋振江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政治任务，传达好、学习好、
贯彻好。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引导
干部职工通过支部组织生活、学习
强国平台等渠道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
会精神，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二是压实责任，强化制度执行，提
高治理能力方面有所作为，确保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
次全会精神落地见效。三是结合
实际，以《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
划纲要（2020—2024 年）》为指导，
积极谋划河北省红十字会未来五
年事业发展纲要。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紧
紧抓住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
神的有利契机，持续推进市县红十
字会改革，基层组织建设，聚焦主
责主业，全力化解风险隐患，实现
全省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河北红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于波）11月 5日，青
海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能力培训班开班仪式在省人民
医院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李杰翔出席开班仪式，并为全省第
3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方贵显颁
发优秀志愿者奖杯，为现场登记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代表颁发荣誉
证书及实体卡。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副主任侯峰忠应邀出席开班仪式
并致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孙林、省人民医院院长张
强分别致辞；工作人员现场宣读

《人体器官捐献倡议书》，呼吁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携起手来，加入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者行列，帮助众多患
者重获新生、重见光明。

活动现场，共有 349人登记成
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省红十字
会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49人全部
登记成为志愿者。截至11月5日，
青海省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人数达2282人。

青海红会举办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班

本报讯（甘红）近日，甘肃省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站挂牌仪
式在兰州经济信息管理专修学院、
国家开放大学兰州学院举行。首
批11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据悉，两家应急救护培训站
将承担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
任务，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培训标准化工作手册》，积极开
展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甘肃成立应急救护培训站

本报讯 （新红）浙江新昌大佛
寺景区，一所坐落在主入口附近的
灰色古朴建筑上，醒目的“红十字救
护站”标志不时吸引来往游客和市
民驻足观看。该站自今年5月正式
揭牌运行以来，已救助伤病游客600
余人次，成为景区的一道新风景。

景区负责人介绍，2015年以前，
大佛寺景区只有一间约15平米的医
务室，条件相对简陋，为游客提供的
服务也很有限。2016年，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在浙江开展红十字救护站
援建项目，景区以争创国家5A级景
区为契机，积极申报成功立项，获得
31万元援建资金。

2018 年 8 月，景区救护站建设
基本完成，占地面积从15平方米增
至 80 平方米，被合理分隔为接待

区、急救处置区、亲子驿站、培训室
等，并配备 AED（自动体外除颤
仪）、折叠式担架、急救箱等救护设
备，基本满足景区救护需求。

景区还与新昌县人民医院签订
合作协议，邀请具有资质的专职医
务人员常驻景区救护站，为游客提
供更为专业的应急救护，同时与120
急救中心建立急救联动机制，开辟
伤员转运“绿色通道”。在夏季旅游
高峰期，仅一个月就处置中暑、摔
伤、昆虫蜇咬、腹泻、高血压等应急
情况40余起。

在救护站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新昌县红十字会与景区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和互动机制，景区工作人
员全员参加救护员培训，并择优组
建景区救护队，在省红十字会（新

昌）应急搜救队的专业指导下，进
行强化训练并定期开展演练。县
红十字会还立足全域旅游发展实
际，将救护站建设模式“复制”至班
竹和梅渚两个3A级景区村，得到了
当地政府的肯定和村民的欢迎。

目前，浙江省共有建成及在建
红十字救护站 16个，75%以上坐落
在5A级景区。根据《关于推进旅游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建设的通知》，
全省还将在年内完成 12所 5A级景
区红十字救护站建设任务。目前，8
所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援建的救护站已完成协
议签订和建设资金下拨工作，部分
已开工建设，预计 11 月底基本完
成；4 所自建救护站也在积极筹建
中，预计同期完成建设工作。

启用半年救助伤病游客600余人，浙江新昌大佛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深受欢迎

方寸之间见初心

本报讯 （蒙红）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红十字会应蒙古国红十字
会邀请，派出 5 名应急救护培训师
资赴乌兰巴托市开展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蒙古国红十字会组织
50 名基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红

十字志愿者参加培训。
今年 4月 11日，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与蒙古国红十字会签订
合作协议，计划通过“接进来”和

“走出去”的方式，利用 5年时间为
蒙古国红十字会培训500名红十字

应急救护师资。
内蒙古红十字会师资还应邀

参加了蒙古国首届应急救护大赛，
并全程参与赛事指导工作。蒙古
国红十字会向内蒙古自治区红十
字会颁发了特殊贡献奖章。

内蒙古“老师”收了蒙古国“徒弟”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派出5名师资赴蒙古国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渝红）11月11日至
12日，香港红十字会支持重庆市
红十字会“学校为本减灾项目”体
验式课堂教师培训班在重庆举
办。来自涪陵区、巴南区、开州区
项目学校点的18名教师及各区红
十字会项目负责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采用启发式、探索
式、参与式、合作式、体验式等创
新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培训课程
包括红十字运动知识、团队纲领、
体验课导师角色、教学任务、灾害
概况介绍及分类、典型灾害教学
演示等。培训通过体验式学习，
帮助学员在体验、观察感受、反思
总结、实践应用中学习掌握防灾
减灾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取得了
良好学习效果。

重庆举办减灾师资培训班

本报讯 （津红）近日，天津市
高校红十字会工作示范交流会在
天津外国语大学召开。天津市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吴庆
云，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周
红蕾出席会议。全市16所高校红
十字会秘书长、指导教师，20所高
校红十字青年骨干参加会议。

会上，吴庆云对市教委、各高
校领导及专兼职干部对红十字青
少年事业的大力支持、不懈努力表
示感谢，对各高校提出的建设性意
见表示肯定。她表示，市红十字会
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持续不

断地扩大工作受益覆盖面，让红十
字人道理念、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
进学校、进课堂。红十字会将继续
与各高校加强合作，紧扣“立德树
人”的核心任务，使红十字工作成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努
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青
少年工作新局面。

天津医科大学红十字会秘书
长、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王菁，天
津师范大学校红十字会副秘书
长、副研究员胡东鸣分别作经验
交流，各高校代表围绕“推动高校
红十字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
主题研讨交流。

天津推进高校红十字会工作

11月11日至15日，“红十字
与奥运同行”京冀联合迎冬奥航
空医疗救援演练暨系列宣传活动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举办。

活动现场，北京市红十字会
医疗救援队、北京市红十字会航
空医疗救援队、北京市红十字军
红救援队、河北省红十字会救援
队、北医三院崇礼院区、中信海
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太舞滑
雪山地度假有限公司等多方密
切配合，现场进行了高山滑雪赛
道紧急医疗救援、直升机长绳救
援、地空救援指挥体系配合和医
疗直升机伤员转运等多个项目
的综合实战演练。 （车庆久）

备战冬奥会

红十字志愿者在中共一大会址旁的红十字志愿服务点，为来自世界各
国的参赛者提供医疗服务。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