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希望多一些，让遗憾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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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我是红十字人

■ 雷捷

11月27日凌晨，台湾艺人高以
翔在录制节目时不幸突逝，年仅35
岁。消息引发社会震惊。

近年来，年轻人猝死案例屡有
发生。

2019年11月1日，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江金健医
师因为值班太晚导致心脏骤停，抢
救无效去世，年仅30岁；2019年10
月，上海一名女漫画师回首而已（笔
名）由于过度劳累，发生心源性猝
死，年仅26岁；2018年7月，四川电
影电视学院 2017 级学生王崚西连
续两晚打麻将到凌晨四五点，于 7
月5日考试结束后，突然倒地死亡，
年仅19岁。

……
每次看到这类新闻，我都心急

如焚，遗憾不已。我不停地想，如果
当时在场的人都是学过应急救护的
救护员，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然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我
们常见的情景是：事发现场，一群人
围着患者不知所措，除了徒劳的呼
喊，少有行之有效的施救方法。

学习应急救护技能前，我从未
关注过心源性猝死这一专业术语。
心源性猝死是一个多病因、多危险
因素疾病，是65岁以下成年人最常
见死因。死因多为心律失常，包括
由心肌梗死造成的猝死，但不含如
卒中、肺栓塞、大动脉破裂和药物或
酒精中毒等原因导致的猝死。

心源性猝死是一种突发性的非

预料死亡，表现为症状出现短期内
发生的突发意识丧失及循环、呼吸
骤停。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
国心血管病报告》中披露，我国每年
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估计为54.4
万人。每天有1490心脏骤停，位居
全球之冠，其中仅有不足1%的人获
救。但在美国很多城市，这个数字
可以达到15%。

如今，我是一名急救员，也是红
十字救护培训师资。从事急救知识
的传播工作后，我开始关注并学习
一切与急救有关的内容，包括急救
案例、急救知识等，急救无小事，我
不仅担心自己出现失误，也担心同
行出现失误。

前几天晚上，我在浏览朋友圈

时，看到一位红十字志愿者朋友发
的一张照片中，急救手法操作有误，
我不假思索地在评论中提出了照片
中操作问题。事后，我深为自己的
鲁莽感到惭愧，但并不为指出错误
而后悔，因为我是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师资，我有义务更有责任传播
正确的急救知识。

在每次培训急救员的课堂上，
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学员演示和讲
解，并一次又一次纠正他们的错误，
因为每一个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关
乎生命。

学急救易，敢救人难。急救有
“白金 10 分钟”提法，猝死发生后，
有效施救时间非常短暂，绝大多数
心源性猝死是心室颤动导致的心跳
骤停引起的，之后心室无法有效泵

出血液到动脉和外周循环系统，造
成身体缺氧。若4分钟内进行复苏
者，有一半患者能被救活；4至6分
钟开始进行复苏者，仅10%可以救
活；超过 6 分钟，患者存活率仅为
4%；而10分钟以上开始接受复苏的
患者，几乎没有存活可能。这也要
求我们在事发现场，要勇于出手救
人，因为每犹豫一秒，生命就多一分
危险。

逝者已逝，愿生者谨记珍惜生
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应急救
护技能，在意外发生时，会急救，敢
急救，让希望多一些，让遗憾少一
些，这是我作为一名红十字人的最
大心愿。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
志愿者、急救培训师资）

本报讯 （通红）“感谢贫穷，让
我心智更加成熟。感谢通州区红十
字会帮我完成学业，让我成长为一
个能支撑家庭、服务社会的人！”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红十字会
收到了一封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翁牛
特旗的感谢信。写信人名叫张小凡
（化名），曾就读于当地重点中学乌
丹一中，险些因贫辍学，今年高考中
以理科 593 分的好成绩（超出当地
一本线 110 余分）考取北京工业大
学。

“我的母亲是残疾人，父亲在
2017年被查出患有胆管病，不久后
又患上急性脑梗塞，长期卧病在床，
丧失工作能力。在那段最黑暗的时
期，我一度想放弃学业，是红十字会
和好心人的帮助让我开朗起来，相
信光明……”张小凡在信中写道。

小凡大学读的是通信工程专
业，笔记本电脑是必备学具，但因为
家里困难，他一直没向父母开口，想

在大学通过兼职打工攒钱购买。“我
们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积极联系爱
心企业家给他捐赠了一台电脑，并
购买了运动衣和运动鞋。”通州区红
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贾立军说。

同样处于老少边穷地区，西藏
大学艺术学院中专生次旦达杰也获
得了来自通州区红十字会的帮助。
次旦达杰家住拉萨市城关区，父母
均已去世，奶奶微薄的养老金是全
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因为贫穷，品
学兼优的次旦达杰在收到老师“继
续深造读大学”的建议后，根本不敢
应允。

“家里穷，孩子在学校甚至吃不
饱饭，哪还敢想读大学的事？”贾立
军在入户慰问时了解了相关情况，
忍不住掉下眼泪，当即从口袋里掏
出500元塞到孩子奶奶手中。通州
区援藏干部李金征、区红十字会赈
济部部长华涛也各捐出 500 元，叮
嘱次旦达杰不要多想，把心思放在

学习上，争取早日实现大学梦想，
“党和政府不会让一个大学生因贫
困而辍学”。

张小凡、次旦达杰是通州区红
十字会在内蒙古、西藏帮扶的 1600
名贫困家庭学子之一。2018年，通
州区红十字会在内蒙古翁牛特旗、
奈曼旗、科右中旗启动“助飞梦想”
项目，当年捐资30万元，帮助300名
困难家庭学子完成学业；2019 年，
区红十字会继续开展项目，向 3 个
旗再度捐资30万元，并把拉萨市城
关区纳入帮扶计划，向城关区捐资
100 万元，帮助 1000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学子完成学业。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
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
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重要途径。”贾立军表示，“助飞梦
想”项目将在四地持续开展，力争帮
助更多贫困家庭学生步入大学校
园，实现人生理想。

通州区红会帮扶蒙藏贫困学子
两年捐资160万元，助1600名学子完成学业

11月9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铁佛镇和谐村众合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红薯基地，一片忙碌丰收景象。当日，淮北市红十字旋风志愿队的
30名志愿者帮助社员抢收红薯。 （周方玲）

田间刮起
“红旋风”

本报讯 （孙晓燕）近日，浙
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健康委、绍
兴文理学院八部门（单位）联合制
定出台《绍兴市人体器官（遗体）
捐献工作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

意见明确了各部门（单位）职
责和工作流程，完善组织机构、工
作机制、规章制度、工作队伍、信
息平台、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

绍兴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绍兴市形成
科学、公正、高效的人体器官（遗体）
捐献工作体系，通过实现部门间“最
多跑一次”改革，有效创设生命接力

“便捷通道”，对于推动全市人体器
官（遗体）捐献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绍兴市累计实现造血
干细胞捐献24例、人体器官捐献82
例。

本报讯 （马卫东）11 月 24 日，
2019中国·铜陵国际半程马拉松比
赛在安徽铜陵举行，40余名铜陵市
红十字志愿者参加救护保障工作。

本届中国·铜陵国际半程马拉
松分半程跑、健康跑和迷你跑，共有
1万余名跑友参加。为做好赛道救
护保障工作，组委会共设立18个救
护站，铜陵市红十字会主动承担了
此项任务。

此次赛道救护保障工作是铜陵
市红十字会首次直接参与重大赛事
的救护保障任务，市红十字会对此
十分重视，专门制定了赛事救护保
障志愿服务方案和培训计划，明确
了参与赛事服务的志愿者条件，要
求志愿者必须是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师资或经过专业培训的红十字救
护员。10月初，市红十字会启动志

愿者招募工作，从 100 余名报名者
中遴选出 46 名骨干志愿者参加志
愿服务。

比赛前，铜陵市红十字会多次

组织志愿者进行应急救护技能培
训，根据马拉松赛道救护的特点和
铜陵赛道实际情况，重点培训心肺
复苏技术、气道异物梗塞等意外伤
害以及止血包扎、创伤急救的现场
救护技能，并进行赛事现场救护模
拟演练。铜陵市红十字会对赛道和
救护站进行熟悉、评判，结合全国各
地马拉松比赛救护保障开展情况，
对志愿者进行合理分组分工，提出
了服务规范及要求。

比赛当天，46名志愿者进驻 18
个救护站，对30余名跑友及时开展
了脚腿抽筋纠正、外部擦伤处理、心
理抚慰等服务。本届铜陵国际半程
马拉松比赛中，有位88岁的老人参
加了迷你跑，铜陵市红十字会专门
安排了志愿者全程陪护，获得老人
及家人的好评。

绍兴八部门联合建立器官捐献工作协同机制

铜陵红十字志愿者护航国际马拉松

88岁老人参加马拉松，红
十字志愿者全程陪跑

本报讯 （西红）近日，北京
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召开 2019 年
度红十字志愿者表彰会，授予于
志泉、常向明、田坤媛、左江宁、慕
晓莉、张京燕等6位志愿者“红十
字奉献奖”，表彰张艳芹、曹国胜、
李秀玲、高语嫣等30位西城区红
十字优秀志愿者。

2018年以来，西城区红十字
志愿服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

关怀和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
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全体红十字志愿者的共同努力，有
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两年来，全区
各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敬
老、助老、助残、帮扶、帮教、捐献造
血干细胞宣传等丰富多彩、具有鲜
明特色的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为
西城区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
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 （临红）近日，中国
红十字会基金会开展 2019 年第
四批小天使基金救助白血病儿童
救助款拨付，山东省临沂市25名
贫困家庭白血病儿童累计获得
76万元资助款。

今年，临沂市红十字会共向

上级红十字会提交了 64 份白血病
儿童救助申请书，发放资助告知书
58份，累计向70名白血病儿童拨付
211万元专项救助款。

截至目前，临沂市共有 560 余
名贫困家庭白血病儿童获得救助，
争取救助资金达1700余万元。

本报讯 （常红）近日，《中国
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常州专辑
（民国卷）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全书32万余字。

江苏常州红十字运动是中国
红十字运动有机组成部分，有着
悠久的历史积淀。百余年来，常
州红十字会秉持人道主义精神，
在战争救护、灾荒救助、社会服务
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
国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
留下闪光的足迹。

全书共分四部分，即报刊中的
常州红十字会、照片中的常州红十
字会、档案中的常州红十字会、民国
时期常州红十字运动研究。本书以
丰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民国时期
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图文并茂，系
统展示了常州红十字人服务社会、
博爱众生的风采。本书不仅丰富中
国红十字运动史的内容，而且对打
造常州红十字文化品牌，提升地方
红十字会“软实力”，推动红十字事
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常州专辑出版

临沂25名白血病儿童获专项救助

西城区表彰优秀红十字志愿者

湖州首家生命教育基地成立
本报讯 （湖红）近日，浙江

省湖州市红十字生命教育基地暨
中源协和生命体验馆揭牌，该基
地是湖州市首家红十字生命教育
基地，今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花果山景区成立红十字救护站
本报讯 （杨友浪）近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 5A级景区花果山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揭牌成立。

长汀县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长红）近日，福建

省龙岩市长汀县红十字会走进金
龙稀土公司，为近 100 名企业员
工开展两期救护员培训。

天长开展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天红）近日，安徽

省天长市红十字会联合城南小学
教育集团针对教师和家委会，开
展了为期两天的红十字救护员培
训，来自城南小学教育集团的
500余名教师及家长参加培训。

泰州开展教师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钱荷芳）近日，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对来自泰
中、二中、机电高职3所学校的20
余名教师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

泰兴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姜睿）近日，江苏

省泰兴市医疗卫生红十字志愿者
前往虹桥敬老院开展义诊活动，
为 100余名群众进行了健康检测
以及疾病初诊。

东台开展养老照护镇村行活动
本报讯 （杨玉明）近日，江

苏省东台市红十字养老照护志愿
服务队的志愿者走进安丰镇东旭
村开展养老照护镇村行活动。

海拉尔区开展初级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
十字会受邀为老年大学教职工及
学员开展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
育项目初级救护员培训，40人参
加培训。

常熟关怀重残贫困学生
本报讯 （张承欢）近日，江

苏省常熟市红十字会与市特殊教
育指导中心签订项目协议，市红
十字会每年将向 30 名家庭困难
的重残送教学生发放助学金。

金东区救护培训进高校
本报讯 （许晓喻）近日，浙

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红十字会联合
上海财大浙江学院青年志愿者联
合会管理部，在该校开展应急救
护普及培训，360 名学生参加培
训。

曲靖慰问退休党员
本报讯 （张竹青）近日，云

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党组主要成
员走访慰问了徐天荣等3位退休
党员干部，并为他们送去慰问品
和书籍。

六合区救护培训进高校
本报讯 （合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走进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为环科院 50 名
大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

连云港开展户外救援培训
本报讯 （徐立媛 曲波）近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红十字会在
连云区连岛街道开展户外救援培
训，50 余人参加了为期 2天的培
训。

乌后旗博爱家园项目开工
本报讯 （阿如娜）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后旗红
十字会举行博爱家园项目开工仪
式，该项目共投资 25 万元，将有
3669人受益。

缙云县举办应急救护大赛
本报讯 （缙红）近日，浙江

省丽水市缙云县红十字会、共青
团缙云县委员会和县委县政府健
康缙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县
人民医院联合举办红十字应急救
护技能大赛，全县共有15支代表
队60余人参加比赛。

东营区开展衣物募捐活动
本报讯 （刘旖晗）近日，山

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根据
市红十字会统一部署，向全区爱
心企业、爱心组织、爱心人士募集
善款善物，帮助对口援建新疆疏
勒和重庆酉阳地区群众温暖过
冬。共募集衣物1297件。

本报讯 （南红）近期，江西省
南昌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
会长曹小明率督查调研组，先后赴
全市 9 个县（区）开展改革工作推
进情况督查调研活动。

督查调研组紧扣“抓重点、补
短板、破难题”主题，围绕全市红十
字会改革工作中县（区）红十字会
加强党的领导、理顺管理体制、配
备领导班子、成立监事会、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等事关红十字事业发
展全局性、深层次的问题，与各县
（区）党委、政府分管领导以及当地
组织部、编委、财政局等负责人进
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县（区）红十
字会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当前
推进改革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形势
和问题，认真倾听遇到的难题，共

谋全市红十字会改革工作如期完
成的良策。

曹小明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加强工作推进，破解改革
难题。红十字事业是党的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红十字会改革是市
委确定的重点改革任务，相关部门
要严肃认真对待，全力配合支持，
要从力量、机制、经费上给予支持
保证，把握重点、盯紧痛点、破解难
点，对标《南昌市红十字会改革方
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改革任务。

各县（区）党委分管领导表示，
将坚决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红十
字会改革工作的要求，牢牢把握问
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抓实抓紧
抓好改革推进和难题破解，确保改
革工作落实落地。

南昌着力推进红十字会改革工作

本报讯（锡红）11月23日，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
拨付 10 万元资金，用于为二连浩
特市、东苏旗、西苏旗、正镶白旗、
镶黄旗一线医护人员、灭鼠人员购
买防护服、口罩、棉服等防护用品。

近日，锡林郭勒盟确诊2例鼠
疫病例，全盟全力开展鼠疫疫情防

控工作，盟红十字会积极响应，第
一时间向各旗（县、市、区）红十字
会下发通知，启动工作预案，要求
各旗（县、市、区）红十字会立即畅
通社会捐赠渠道，组织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和志愿者，科学有序参与鼠
疫疫情防控工作，向公众宣传鼠疫

“可防、可控、可治”的积极信息。

锡林郭勒盟红会拨付10万元鼠疫防治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