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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济南召开新年新闻媒体座谈会

本报讯 （路苗苗）近日，山
东省济南市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媒
体座谈会，邀请大众日报、齐鲁晚
报、济南电视台新闻频道等13家
媒体记者代表就 2022 年红十字
新闻宣传工作进行沟通交流。

福山区博爱家园开展新春活动

本报讯 （福红）近日，山东
省烟台市福山区红十字富祥社区
志愿服务队联合社区书法爱好
者、志愿者、物业及辖区金桥幼儿
园在富祥社区博爱家园共同开展

“浓情腊八送温暖 邻里送福迎新
年”活动。

宜丰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

本报讯（宜红）1月12日，江
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红十字会“99”
公益“为爱插翅”捐赠暨助学金发
放仪式在宜丰中学举行，19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代表领取助学
金。

蒲江开展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活动

本报讯 （李成珏）日前，四
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联合
翁社区、蒲江县阳光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开展 2021 年志愿服务积
分兑换活动，为志愿者准备急救
包、米、面、纸巾和红十字相关纪
念品等供兑换。

大悟开展敬老爱老活动

本报讯（大红）1月12日，湖
北省孝感市大悟县红十字会携手
20余名县共青团、妇联干部及志
愿者，开展“敬老爱老手牵手”系
列活动。

灌云为特殊学校捐赠款物

本报讯（灌红）1月13日，江
苏省灌云县红十字会来到当地特
殊教育学校，捐赠 1 万元现金及
保暖鞋、衣物。

邳州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邳红）日前，江苏
省邳州市红十字会召开第三次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红十字
会第三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审议
通过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南丰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活动

本报讯（袁荣生）1月12日，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南丁格尔志
愿服务队走进白舍镇敬老院，开
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动。

溧阳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金璐）1月12日，江
苏省溧阳市红十字会走进常州乔
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为该企业
20 名员工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

平望镇开展腊八节送粥活动

本报讯（范王吉）1月10日，
江苏省苏州市平望镇红十字会开
展腊八节送粥活动。志愿者先后
来到卫生院、日间照料中心、环卫
所等地，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老年人、环卫工人送去节日的
关怀。

青田为警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青红）近日，浙江
省温州市青田县红十字会在县公
安局警察训练基地举办了一期培
训班，为45名新队员进行了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

绍兴举办警察节关爱活动

本报讯 （吴陈威）1月 9日，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绍兴市红
十字会联合在市巡特警支队举行
以“致敬逆行·感恩有你”为主题
的“110”警察节关爱活动。

托县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托县）1 月 15 日至
16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赴皇甲消防应急管理有
限公司举办救护员培训班，20余
名员工参加培训。

松溪成立首个村级红十字会

本报讯（松红）1月18日，福
建省南平市松溪县首个村级红十
字会在茶平乡茶平村成立。

鲤城区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鲤红）1月16日，福
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红十字会走进
常泰街道，为社区85人进行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

邻水关爱返乡务工人员

本报讯（钱玉碧）1月8日以
来，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红十字
会组织 20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在
邻水县汽车客运中心，为返乡务
工人员提供志愿服务。

依然热爱 依然执着
——记浙江省红十字会一级应急救护培训师王春香

■ 李伊平

“生死时速！路人这一跤摔得
有点重，把大血管都摔断了，幸好我
学过急救，马上进行了紧急处理
……”2021 年 6 月 16 日一早，王春
香在杭州拱宸桥地铁站救人，引起
广泛关注，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浙
江教育科技频道等多家媒体，纷纷
赶来采访报道。

救护，对王春香而言已是日常。
她从 2006 年开始从事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目前是浙江省红十字会一
级救护培训师、省护理学会灾害护
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15年来，
她培训救护培训师近千人，面向上
万人普及救护知识。

果断出手帮助意外受伤乘客

2021年 6月 16日 7时 40分许，
王春香像往常一样乘地铁上班。“当
时我们是乘电梯，从上向下进入拱
宸桥东地铁站，还有四五个台阶就
到地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前面那
个女士突然一脚踩空摔倒在地。站
起来时，只看见她左前臂鲜血喷涌
而出。”

凭着多年的经验，王春香意识

到这位女士摔得不轻，前臂的血管
可能破裂，于是立即上前表明身份，
将伤者移至地铁站的长凳上，抬高
伤肢并平躺在长椅上。此时，地上
已有不少鲜血，伤者虽然自己进行
了直接按压止血，但血仍然喷涌而
出。王春香立即请围观群众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同时帮忙联系地铁
站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止血带，王
春香拿出包里随身携带的防晒衣，
折叠成条状，在伤者上臂上三分之
一处结扎止血。

王春香说，当时伤者脸色苍白、
直冒虚汗，这时候沟通和安慰很重
要。她对伤者说：“你不要担心，我
是省红十字会的，我学过急救，以前
也是医护人员。我已经给你上了止
血带，也拨打了 120，胳膊也包扎好
了。我会陪着你的，你放心。”伤者
镇定下来，连说“谢谢！”

“现在我的心还怦怦直跳，当时
情况真是太紧急了！”回到单位，王
春香颇有感触地对同事说，“生命真
的很脆弱，应该动员全民学习急救，
在危急时刻敢出手，会急救。”

不止一次出手救人

2006年，王春香开始从事救护

培训工作。她在上课的时候，经常
提到自己第一次出手救人的经历。
那是 1999年 6月的一天，杭州某医
院的一个训练室内，一名患者在训
练时突然倒地，恰巧被经过的王春
香发现。当时她还在医院工作，担
任病房护士长。她立刻冲进训练
室，一边大声呼救，一边判断患者的
意识、呼吸和脉搏，确定无意识无自
主呼吸后，对患者实施了心肺复苏
术。因为抢救及时，最终挽回了患
者生命。

从那以后，王春香多次救人。
2019年11月，王春香与同事在武义
县牛头山疗养，不远处有位老人突
然倒下，同行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惊
吓得不知所措。王春香迅速上前，
在发现老人无意识后，立即脱下自
己的衣服垫在地上，让老人平卧于
地面。王春香判断老人是因为缺
氧，导致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口唇
青紫、脉速与呼吸较弱，于是立即疏
散周围人群，并进行急救，最终老人
转危为安。

2020 年 11 月，同样是在早高
峰期间地铁站，人群中传来一声呼
救“快来人啊，有人晕倒了”。王春
香立刻从人群中挤过去，发现躺在

地上的姑娘满头大汗、脸色苍白。
王春香判断是血压偏低引起的，便
迅速脱下外套当垫枕，将姑娘身体
放平，观察她的呼吸、心跳、脉搏。
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拿着急救箱赶
来了。经过处理，姑娘的脸色渐渐
恢复，没过两分钟清醒过来。“你们
讲话我都听到了，但就是开不了
口”，姑娘开口，大家悬着的心落下
来。

事后，被救老人、家属和朋友纷
纷向王春香表示感谢。而她说得最
多的是，“我最自豪的是成为红十字
人，最满意的是做了红十字救护知
识与技能的传播者。学习心肺复苏
很重要！救护知识和技能很重要！”

撒下保护生命的种子

2006 年 8 月，王春香到杭州市
拱墅区红十字会工作，从此走上了
应急救护培训的讲台。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拱墅
区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她普及急
救知识的身影。

“刚开始是去企业，为电力、建
筑等高危行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后来覆盖面越来越广，我们走进了
学校、社区、机关单位开展救护培

训。”王春香说。“遇到最大的难题，
就是人手少，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
人，独自去人家单位开展培训。”

有一次，王春香应邀到一所中
学普及救护知识，学校没有电梯，
授课教室安排在五楼。她只能硬
着头皮，提着上百斤重的模拟人，
走一层，歇一歇，擦擦汗，再走一
层，这样挪着、提着、拉着模拟人直
到五楼。

在她的不断努力下，拱墅区红
十字会逐渐形成一支优秀的应急救
护培训师队伍，救护培训工作在全
市名列前茅。

2015 年 1 月，王春香调到省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指导和备灾救灾
中心，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将自
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应用到实
践中。除了从事救护培训，她还为
全省应急救护培训事业做了大量
工作。指导拍摄心肺复苏、创伤救
护等教学视频，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综合教学基地改造，赴各地开展红
十字生命安全健康教育项目建设
指导，组织专家编制应急救护培训
试题库……王春香在应急救护培
训事业上越走越远，步伐也越来越
坚定。

雪上练兵
日前，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上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场雪，连云港市红

十字救援队为提高在特殊环境下的应急救援能力，组织开展综合搜救训
练，包括分组定点搜救、绳索攀登与垂降、伤员救护运送等。 （曲波）

新春走基层

暖心开启新一年
浙江丽水缙云县风景山社区博爱家园开展新春活动

本报讯 （缙红）新年伊始，浙
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五云街道风景山
社区博爱家园启动志愿者答谢会、
应急知识宣传讲座、应急救护普及
培训、博爱超市积分兑换等一系列
暖心活动。

为帮助居民掌握应急救护的
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增强他们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风景山社区博
爱家园邀请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和
红十字应急救护师为本社区居民、
志愿者上应急知识宣传和应急救
护普及“第一课”。救援队结合自
身工作经历，结合近年缙云县发生
的真实火灾案例，深入分析原因、
提出安全用火用电建议，增强居民
安全用火、用电意识。应急救护知
识普及课上，救护培训师通过课件
讲解和实践演练，重点针对心肺复
苏的应急救护理论和实践操作知
识进行了培训，激起了在座居民们
的极大兴趣。培训最后邀请一位
居民上台进行实际操作，希望通过
实践，加深大家对心肺复苏知识的
掌握。课后，不少居民表示应急救
护知识非常实用，下次要报名参加
应急救护取证培训。

为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
支持红十字人道事业，充分发挥基
层红十字服务阵地作用，活动特设
红十字会会员招募环节。县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厉守钗向风景山社区
广大居民介绍红十字会职能和主要
工作内容，科普红十字“三救三献”

核心业务，并介绍风景山社区博爱
家园今后活动安排，号召广大居民
加入红十字会会员，共同助力缙云
打造“暖心之城”，在全城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弘扬正能量，
引领新风尚。入会动员得到了社区
居民的积极响应，活动结束后，大家
纷纷表示要加入红十字会，争相填
报入会申请表，一位阿姨在自己入
会之后还表示，将动员儿子加入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全家一起为缙云
公益事业出力。

“2个积分能换1件婴儿白色连
体 衣 ，10 个 积 分 能 换 一 提 纸 巾
……”1月 14日，风景山社区的“博
爱超市”正式开张。超市门口，前来
兑换商品的志愿者排起了长队。

在“博爱超市”里，摆满了纸巾、
肥皂、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用品，每
一个货品下方都对应张贴了“积分
兑换”标签。爱心积分通过志愿者
参加本社区志愿服务获得，1 小时
志愿服务获得 2 个积分，志愿者可
以凭积分来博爱超市换取想要的物
品。风景山社区主要负责人介绍：

“博爱超市不仅仅为志愿者提供爱
心积分兑换服务，还向社区内的五
保户、低保户等困难困难人群免费
赠送博爱券，困难群众可以向风景
山社区博爱家园提出申请，经审核
后，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赠送不
同价值的博爱券，他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实际需求随时到超市兑换所需
的物品。”

打造助农平台，实现精准帮扶
浙江湖州安吉县红十字会开展助农扶贫工作

本报讯 （杨卫丽）临近岁末，
比起往年，今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
县章村镇章村村的村民吴大叔总算
可以过个安心年了。2021年，吴大
叔通过自制糍粑、红薯片等农产品，
在“红会微善坊”线上平台进行销
售，共计卖出了3万余元，让原本生
活困难的家庭经济压力减轻了不
少，对生活也更有了信心。

像吴大叔一样通过“红会微善
坊”进行线上销售自家农产品的困
难农户还有不少。“此前，我们在对
困难群众的慈善救助过程中，发现
很多农户都有自家生产的土特产，
但却没有销售渠道。”县微善公益联
合会党支部书记盛聪介绍。2020
年 10 月，为帮助农户扩大销路，县
红十字会联合微善公益联合会共同
开发推出“红会微善坊”小程序，专
用于帮助各乡镇困难群众销售农产
品，将土特产变现，并鼓励因病、因
重大交通事故致困人士积极参与家
禽养殖等农事活动。

“为实现精准帮扶，我们将平时
的走访工作与各乡镇志愿者的深度
摸排相结合，同时家中有土特产且
符合要求的困难农户也可将信息自
行上报至县红十字会，通过实地走
访确认情况属实后，上门与农户对
接，帮助将产品上线至平台销售。”
盛聪介绍。为保障销售产品的卫生
安全，辖区内的志愿者也会对生产

过程进行监督，并要求农户签署诚
信承诺保障书，产品出售前也将通
过专业机构进行农残检测。在项目
推广过程中，也吸引了包括器官捐
献家庭成员等在内的爱心社会人士
加入到志愿者队伍。截至目前，该
项公益项目已有 1100 余名志愿者
共同参与。

据悉，在整个产销过程中，农
户只需安心生产，找销路、对接客
户、送货上门等服务都由县红十字
会和微善公益负责。自平台上线
以来，不少困难群众家里被“困”住
的土特产，被城里人踊跃购买。杭
垓镇唐舍村的潘叔通过“红会微善
坊”小程序，为自家的土猪肉找到
了销路，且卖出了好价格；杭垓镇
的李大伯将自己挖出的冬笋卖到
了上海，为家里增添了一份额外收
入……截至目前，平台共推出 50
余款产品，累计销售 5 万余单，总
成交额达 75 万余元，帮助 27 户困
难家庭走出困境。

眼下，平台已累积了一些固定消
费群体，正在对接大型商超设立扶贫
专柜以拓宽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
也将充分利用好该平台，继续做好供
需信息的对接，进行多渠道推广。”县
红十字会负责人说，既要让困难群众
家里的土特产不愁卖，也要激发他们
自力更生的动力，带来看得见摸得着
的效益，增强生活的信心。

成都 1月13日，四川省成都
市 红 十 字 会 党 组 书

记、常务副会长陈超儒一行赴简阳
市、金堂县走访慰问，拉开了 2022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序幕。

慰问组一行先后来到简阳市三
星镇秀阳村、金堂县五凤镇金箱村
困难退役军人党员、年老体弱多病
等群众家中，为每户送去慰问金和
博爱箱，送上市委市政府及市红十
字会的关怀和温暖，致以新春的问
候和祝福。

2022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中，成都市红十字会投入39.69
万元，慰问1039户城乡困难家庭。

杭州 1月13日，浙江省杭州
市 红 十 字 会 党 组 成

员、专职副会长章仕才带队到西湖
区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活动中，杭州市红十字会共筹
集 58.5万元资金，慰问生活困难的
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遗体和组
织）捐献者和入库志愿者、红十字救
护师资、红十字救护员、红十字救援
队员、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及其家
庭，每户家庭发放 1000元慰问金和
价值300元的新春礼包。

宁波
1 月 7 日上午，浙江省
宁波市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许伯强前往鄞州
二院慰问器官捐献协调员。2022

年宁波市“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市红十字会共筹集
价值 80 余万元的食品、棉被、防护
口罩等物资，慰问红十字会员、志
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救援队员
等，以及人体器官（遗体、角膜）捐
献者困难家庭等因灾因病需要人
道救助的弱势群体，将惠及 2 万余
人。

宜昌 近日，湖北省宜昌市红
十字会在长阳县启动

2022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市委常
委、市委统战部部长燕元沂等出席
仪式。活动由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王怀兰主持。

燕元沂表示，全市各级红十字
会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和宜昌市第七次党代
会精神，始终把为党和政府分忧、为
困难群众解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增强人
道救助服务能力，认真做好慰问物
资的分配和发放工作，切实把物资
发放到最困难、最急需救助的困难
群众手中。

市红十字会系统连续 23 年在
元旦春节期间开展“博爱送万家”活
动，已为全市 5 万余名困难群众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今年市
红十字会共筹集价值 38 万余元慰

问款物，为困难群体送去新春祝福，
将有1969户家庭受益。

石家庄 1 月 13 日，河北省
石家庄市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遐一行
赴元氏县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石家
庄市 2022 年度“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中，市红十字会购置 300
个红十字家庭箱，同时积极争取上
级红十字会援助家庭箱 280 个，各
县（市、区）红十字会也拿出了配套
方案，共同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

石家庄市“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自 2007 年开展至今，累计
发放款物总价值 1758.21 万元，惠
及受益群众 151885 人，受益家庭
43196户。

盐城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
红十字会启动 2022年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活动中，市红十字会慰问组深

入学校、医院、农村、社区等地，开展
博爱助学、博爱助医、博爱助困慰问
活动，关爱困难学生、困难大重病患
者、困难群众和困难志愿者。在今
年的活动中，市红十字会还将全市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和遗体器官捐献
者家庭纳入“博爱送万家”慰问范
围。

慰问暖人心 温暖显真情
各地红十字会陆续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