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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十字人

海拉尔清点募捐箱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
十字会对设置在火车站、长途客
运站、大商友谊超市、铁鑫超市、
呼伦假日酒店、玛丽妇产医院等
16 处 22 个募捐箱进行了巡视和
清点，共清点爱心捐款4004.9元。

梁平区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李羡权）近日，重庆

市梁平区红十字会组织救护培训
师资来到本区新鑫实业有限公
司，为40余名工作人员进行应急
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信阳蓝天救援队护航马拉松
本报讯 （信红）11 月 10 日，

河南信阳国际马拉松赛开赛，信
阳市、潢川县、固始县3支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 42 名队员应邀参与
赛事全程应急救援保障服务。

锡盟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锡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培训中心为中国移动锡林
郭勒盟分公司 50 余名员工开展
了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东莞举办应急救护大赛
本报讯（东红）11月9日，广

东省东莞市举办红十字应急救护
大赛，全市 13 个高校和志愿团
队，250余支队伍近2500人参赛。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获得高校
组一等奖，东莞市红十字救护队
获得志愿团队组一等奖。

惠山区建立志愿者实践基地
本报讯 （惠红）11 月 14 日，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十字会在
阳山镇住基村举行惠山区红十字
志愿者实践基地揭牌暨“最美红
十字志愿者”颁奖仪式。

灌云县开展助学活动
本报讯 （王丹丹）11 月 15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
字会到县新区实验小学开展助学
活动，向 3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家
庭学生每人发放1000元助学金。

南谯区救护培训进机关
本报讯（谯红）11月6日，安

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红十字会为区
人社局、经信委、科技局 50 名机
关干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宁波召开工作务虚会
本报讯 （甬红）近日，浙江

省宁波市红十字会召开工作务虚
会，探讨思路，凝聚共识，为做好
今后工作“定调子、找路子、出点
子”，谋划宁波市红十字事业发展
新未来。

游仙区救护培训进幼儿园
本报讯 （杨清国）11 月 13

日，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红十字
会走进辖区内红苹果幼儿园，开
展急诊急救进校园活动，全园 30
余名幼儿教师参加。

东台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东红）近日，江苏

省东台市红十字会走进国华风电
东台公司，为该公司员工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

福山区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 （福红）11 月 12 日，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红十字会来
到门楼镇西庄村，走访慰问困难
老党员和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
生活用品。

鄂州关爱空巢老人
本报讯 （郭怀德）11 月 10

日，湖北省鄂州市西山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走进西山街道福利院，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漳浦县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林欢初）近日，福

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红十字会受邀
到县第二中学开展应急救护专题
培训，来自学校的 300 名生管教
师和高一新生参与培训。

建华区开展养老志愿服务
本报讯 （寇艳琦）11 月 13

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
红十字会到幸福缘老年公寓和爱
民养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0
余名志愿者参加活动。

台州红十字志愿者助力马拉松
本报讯 （王晓骏）11 月 10

日，“和合山海 穿越未来”2019
台州国际马拉松开跑，浙江省台
州市红十字会参加了本次赛事的
应急保障工作。

本报讯 （滨红）11 月 7 日至
8日，辽宁省大连市红十字会、大
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大连市第六届红十
字应急救护技能大赛，来自全市
10 个区市县的 60 名中小学红十
字应急救护师资参加比赛。

本次大赛共分为说课比赛、
单项技能比赛、团体场景演练比
赛三个竞赛环节。经过 2 天比
赛，金普新区红十字会获得团体

一等奖，沙河口区红十字会、长海县
红十字会获得团体二等奖，中山区
红十字会、西岗区红十字会、甘井子
区红十字会、旅顺口区红十字会、普
兰店区红十字会、瓦房店市红十字
会、庄河市红十字会获得团体三等
奖。

据悉，本次大赛参赛选手均为
参加过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培
训的学校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校医、
体育教师、德育教师等。

本报讯 （海红）11 月 18 日，北
京市海淀区红十字会携手海淀团区
委、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一行 11
人，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
旗，回访对口帮扶工作落实情况，看
望慰问贫困家庭，签订下一步对口
帮扶协议。

18日下午，回访组一行先后赴
敖汉旗新北村、黄羊洼镇大宝甸子

村和羊场养牛小区，回访区红十字
会资助的贫困家庭。2018年，区红
十字会携手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开
展博爱助学项目，对敖汉旗50名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每人资助2000元。

19日上午，回访组与敖汉旗相
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并签署下一步帮
扶协议。会上，海淀区红十字会、玉
渊潭农工商总公司和敖汉旗红十字

会签署了三方“博爱助学”协议，投
入 50万元，对 500名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进行资助；海淀区红十字会、海
淀区团委、敖汉旗团委、旗红十字会
签订四方协议，投入 5.2万元，资助
13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19日下午，海淀区红十字会为
敖汉旗林业和草原局的职工、护林
员开展了应急救护培训。

■ 雷捷

近几年，陕西省西安市举办了
多次马拉松赛，我并不是马拉松爱
好者，因此没想过马拉松和我会有
什么关系。

但是，当我成为红十字志愿者
之后，却参加了马拉松赛事的医疗
急救。

10月20日，2019西安国际马拉
松赛鸣枪开跑。这是我第一次参与
保障马拉松比赛，被分配在终点组，
地点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丹凤
门，集合时间是早晨6点。

早晨出门时，古城西安仍笼罩
在夜色中。路上车辆稀少，街灯与
灯笼交相辉映，远处高楼上的霓虹
灯泛着温暖的光，清晨的西安美丽

如画。
沿路已经开始布岗，安保人员

正在路边列队，胸前身后雪亮的反
光条，让这支队伍在夜色中尤为显
眼。各路志愿者也正在集结，虽然
比赛 7 点半正式开始，冠军到达终
点至少要两个多小时。然而，终点
所有的保障队伍都已到达各自岗
位。组委会、公安、医疗、安保、志愿
者以及赞助单位，均已各就各位，各
司其职。

我既激动又自豪。一场赛事需
要众多部门协调，需要方方面面配
合，需要成千上万名志愿者参与。
秩序井然的比赛现场，是无数人幕
后默默付出的结果。

7点刚过，天下起了雨，越下越
大。同伴送来一次性雨衣，我在雨

中，在直播大屏幕前，看着在大雨中
奔跑的参赛者。

雨中的这座城市，我竟然认不
得了，一座座建筑，干净的街道，加
油呐喊的人群，航拍镜头下浓郁的
绿荫，笔直的道路……我在屏幕前
泪流满面。

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这是一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它的
一切早已深深刻入我的骨髓，融入
我的血液，我深深爱着它。

大雨如注，我双脚湿透，双腿麻
木，但是双眼一刻也不曾离开那些
冲向终点的跑者。我要在他们最需
要我的时候，第一时间冲上去帮助
他们，给他们红十字的关怀与温暖。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
志愿者）

本报讯（金红）11月7日，浙
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红十字会受金
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党总支第一
支部委托，走进本县红色教育基
地花桥乡4个村12名困难老人家
中，为他们送去第一支部全体党
员捐款购置的温暖冬被。

“结对微心愿”是金华市府办第
一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一项活动，该支部全体
党员希望通过这项活动，给革命老
区的困难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困
难。浦江县红十字会得知消息后，
积极做好服务，搭建爱心桥梁。

本报讯（宁红）11月7日，江苏
省南京市红十字会举办学校红十字
工作培训班，来自全市高校及中小

学红十字会的150余名教师参加培
训。

培训班邀请系统内专家，对红

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国际人道法、舆
论宣传信息写作等方面知识进行了
讲授。

■ 记者 王晓肖

11月27日，是浙江省衢州市衢
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成立两周年
的日子。

两年来，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圆满完成大型活动、赛事保障
任务8次，参与全区综合应急演练3
次，完成救援任务 70 余次，惠及群
众上千人次，已成为当地一支不可
或缺的民间救援力量。

第12面锦旗

“没有专业技能，帮他反而是在
害他!”关键时刻，郑耀根阻止了正
准备上前扶起冯全岳的同伴。

11 月 1 日下午 4 时 30 分，衢江
区高田村年近七旬的村民冯全岳在
山上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中，下肢
剧烈疼痛无法动弹。

正在现场的郑耀根立即联系村
支书、村红十字会会长郑红叶。“没
有专业技能，不能贸然施救”，这是
不久前，郑耀根在衢江区红十字会
组织的救护培训中学到的知识。

“区里有一支红十字救援队！”
郑红叶想到这，立刻拨通了区红十
字会副会长杜明朗的电话。

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气温
也越来越低，冯全岳老人的安危牵

动着大家的心。
18时30分，衢江区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队长曹建光带领8名队员到
达事发地。

医疗组队员对老人身体状况进
行了全面检查，给老人口服了葡萄
糖补充能量，随后与队员将老人转
移至担架上。此时，山上的温度已
经很低了，队员们纷纷脱下衣服盖
在老人身上。

事发地山势陡峭，山路崎岖，黑
夜中的救援格外艰难，队伍中最强
壮的曹建光也多次滑倒，汗如雨下。
经过两小时的艰难跋涉，大家终于
抵达山下，将冯全岳送上救护车。

11 月 7 日，衢江区红十字会救
援队工作室里，冯全岳的儿子冯和
仁送来一面锦旗：“真的太感谢他们
了，没有他们，我父亲可能要在轮椅
上度过余生了。”

这是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收到的第12面锦旗。

“他们都是英雄”

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是衢
江区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救援队，
目前共有 32名队员。自 2017年 11
月成立以来，衢江区红十字救援队
参加过山地救援 16次，水上救援 6
次，城市救援50次。

救援队成立前，人们遇到意外
时，只能拨打110或者120求助。警
察可以救人，但往往不懂专业急救
知识；医生虽然懂得急救，又无法上
山下河救出求助对象。因此，成立
一支既能救援、又懂急救的队伍迫
在眉睫。

2017年，在浙江省红十字会要
求下，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衢江区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正式成立。

“要打造一支能发挥作用的救
援队，队员的身体素质必须过硬。”
区红十字会副会长杜明朗在挑选队
员时，对体能的要求格外严格，想要
加入救援队，必须经过严格的体能
测试。“至少要一口气能跑 10 公里
才行。”杜明朗说。

队长曹建光是队里身体素质最
好的，他是长跑、游泳爱好者，可以
连续游5公里。

衢江区七分山三分田，广袤的
山林成为救援队发挥作用的主要阵
地，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曹建光都会
带着队员们去山上演练一次。

救援队成立之初，主动与当地
警察局联动，凡是接到人民群众的
报警电话，只要需要救援队，他们都
会立刻出动。如今，救援队已成为
区政府应急联动机制中的重要一
环。

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救
人事迹多次登上当地乃至国家级媒
体。其中，谢一飞救人的事迹在中
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播出，曹建
光救人的事迹被浙江 6 频道《1818
黄金眼》报道。

“他们都是英雄。”杜明朗说。

“这将是我一生的事业”

杜明朗坦言，没有队长曹建光
的辛勤付出，不会有如今广受好评
的救援队。

今年 49 岁的曹建光是最早加
入救援队的队员之一。两年来，几
乎每一次大型的救援现场，都有他
的身影。

“作为队长，我必须做好表率。”
在曹建光看来，凡事冲锋在前，队员
们才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大家才
愿意往前冲。

今年8月，台风“利奇马”肆虐，
衢江区是浙江省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为迎战“利奇马”，曹建光在
带领队员们加紧训练的同时，不断
给队员们加油打气，为每一次出动
做好备选预案，力求在执行任务时
万无一失。

8 月 10 日，衢江区举村乡洋坑
村一片汪洋。当晚，群众报警称有
村民仍被困在山上，需要救援。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于 22时 30分接到
指示前往救援，曹建光带领 7 名队
员与蓝天救援队一起上山搜寻。

漆黑的山沟里，手电筒亮光格
外耀眼，队员们背着各种救援装备，
艰难行进。

“小心！”走在最前面的尤东升
惊呼一声。两米外被洪水冲垮的道
路边，一条一米多长的银环蛇正在
休息。这种蛇毒性极强，若被它咬
上一口，后果不堪设想。

两个小时后，几间房屋出现在
队员们面前。然而，通往村庄的道
路已被冲毁，眼前的洪水浑浊湍急，
乱石滚滚。

曹建光挺身而出，他把绳索系
在救生衣活饵环上，向对岸摸去。
走到洪水中间时，曹建光脚下一滑，
失去重心，倒在洪水中。岸上，队员
们一片惊呼。

“那一刻，脑子里闪过之前在省
红十字会培训时学习的海上救生技
能。”最终，曹建光成功到达对岸，被
困村民获救。

9月4日，在衢江区抗台抢险救
灾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曹建光被
记个人三等功。

如今的曹建光，更加坚定了救
人的红十字信念。“这将是我从事一
生的事业。”他说。

风里雨里，我们在这里
——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11月18日至22日，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联合中国
红十字会成都备灾救灾中心，为森林消防部队举办救援队专业技能培训
班，培训内容包括灾害救援基础技术、地震救援、车辆事故救援、绳索救
援、水域救援、心理救援以及救援实战案例分析等。

培训班结束后，中国红十字会成都备灾救灾中心和成都市红十字会
备灾救灾中心负责人向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江中发）

培训“专业队”

雨中的红十字

海淀区红会赴敖汉旗开展扶贫工作
回访帮扶项目，慰问贫困家庭，签订帮扶协议

南京红会举办学校红十字工作培训班

大连红会举办第六届应急救护技能大赛

金华“结对微心愿”走进浦江

本报讯 （西红）11 月 15 日，
西安海欣制药有限公司通过陕西
省西安市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135
万元的口腔溃疡含片。

仪式上，西安市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崔锦绣与海
欣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舒浩麒签
署捐赠协议。崔锦绣对企业关爱
群众健康，担当社会责任的精神
表示充分肯定，呼吁更多爱心企
业和个人加入到红十字事业中

来，西安市红十字会将更好发挥作
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困难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需要帮
助的群众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

此次捐赠的药品将发放到新
城、莲湖、雁塔、阎良、鄠邑等5个区
县。区县红十字会将通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家
庭医生上门巡诊等途径，将这批药
品赠送到需要帮助的群众手中，预
计将有8万名群众受益。

西安海欣制药捐赠价值135万元药品

本报讯 （顶红）近日，河南
省平顶山市红十字会在金牛山紫
云书院南天崖附近开展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

平顶山市红十字户外救援
队、市红十字人道救援队、市兄弟
团红十字救援队、市红十字应急
救护志愿服务队共 60 余名队员
参与演练。

演练中，队员们演习了指挥

调度、后勤保障、营地建设、信息搜
救、山地救援、建筑坍塌、伤情判定、
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和伤员运转等
各项救援技能。

据悉，参与演练的 4 支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负责平顶山及周边山地
救援、安全保障、灾害预防，以及急
救、自救知识的普及。队员具备攀
岩、绳降、潜水、山野搜救、应急救
护、水域救援等专业技能。

平顶山市红会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本报讯 （孙雯）近日，江苏
省张家港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总工
会启动“企业职工急救素养提升
五年行动计划（2019-2023）”，力
争到 2023年，全市重点企业应急
救护培训实现全覆盖。

10月29日，首场公益性救护
培训在江苏恒盛药业有限公司拉
开帷幕。培训课上，红十字救护
培训师资结合实际和新闻案例，
编排了有针对性的授课方案。

参训职工表示：“救护培训很

有用，尤其是心肺复苏术，既能保安
全生产，又能保家人平安。”

据了解，“企业职工急救素养提
升五年行动计划”是张家港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首批部门重点项目——

“救”在身边全民急救能力提升项目
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年将完成对华
昌化工、国泰华泰、七洲绿色化工、
江南利玛特设备制造等十大重点企
业的全员培训，至 2023年将覆盖全
市近 1000家重点工业企业、服务业
骨干企业以及乡镇重点企业。

张家港红会启动“企业职工急救素养提升五年行动计划”
力争到2023年，全市重点企业应急救护培训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