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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西红）3月19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对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动员部署。会议强调，作为
红十字会的干部，一定要把党史
学习教育与推动红十字人道工作
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点，以扎实的学习成效推
动西安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石家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石红）3月22日，河

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暨“三重四创五优化”活
动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
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动员部署党
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

呼市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呼红）3月23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
机关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学习榜
样事迹 积极担当作为”主题党日
活动，学习榜样人物先进事迹，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人民服务。

濮阳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濮红）3月22日，河

南省濮阳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

荥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荥红）3月25日，河

南省荥阳市红十字会组织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下一步，市
红十字会将按照市委党史学习领
导小组精神，扎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

巢湖“红十字知识”进农村
本报讯（庐红）3月22日，安

徽省巢湖市红十字会联合爱巢社
会工作服务社来到柘皋镇文化站
开展红十字知识宣传活动，面对
面为村民讲解应急救护、“三献”
等有关知识。

蒲城成立全省首个救护员培训站
本报讯（蒲红）3月22日，陕

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医院挂牌成立
“陕西省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站
——蒲城站”，同时举行蒲城站第
一期培训班启动仪式。培训站旨
在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着
力培育一批富有县域特点的救护
培训人才，推动蒲城县应急救护
事业发展。

达茂旗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达红）3月23日，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红十字
会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自治区党委、包头市委及达茂
旗委部署要求，对旗红十字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张家港企业发起爱心捐赠
本报讯 （孙雯）3月 8日，太

平人寿张家港支公司向江苏省张
家港市红十字会捐赠首批人道救
助金 6828元，用于大病或残疾等
困难群众的人道救助工作。该公
司于2021年2月发起爱心捐赠活
动，业务员每拜访1名客户，公司
就向市红十字会捐赠1元。截至
目前，共有280名员工参与活动。

余杭区为梦想小镇配置AED
本报讯（余红）3月20日，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红十字会为仓
前街道“梦想小镇”互联网村配置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由中国
狮子联会浙江高尔夫服务队捐赠
的 3台AED顺利落地，并组织志
愿者现场演示 AED 的操作方法
及应急救护技能。

惠山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石尉）3月19日，江

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十字会召开
支部党员大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传达区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精神，对区红十字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海拉尔区救护知识进警营
本报讯（海红）3月18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红十字会走进武警呼伦贝尔支
队，为 230 余名武警官兵进行红
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 记者 李颀

2010年，一群热心公益的年轻
人聚在一起，成立了一支专业救援
队——陕西省兴平市红十字曙光救
援队。11年来，救援队多次参加户
外营救、跨区救援行动，从秦岭山脉
到长江流域，处处可见行动的足迹。

如今，这支队伍已有注册队员
35人，其中 3人有国家四级应急救
援员资质，1 人有国家五级消防员
资质，拥有专业、高效的救援能力。

既是“百事通”，又是“知心人”

“可以再来小区办一次消防安
全宣传讲座吗？”

在街坊邻里看来，曙光救援队
既是帮助大家解决难题的“百事
通”，又是关照大伙儿生活的“知心
人”。队伍成立以来，经常走进社区
开展活动，为社区居民举办急救知
识讲座、培训防灾减灾技能，提供安
全保障、慰问独居老人等志愿服务。
社区有老人走失，救援队第一时间
帮助家属寻找老人；孩子们放暑假，
救援队及时普及防溺水知识和技
能；小区因暴雨积水，队员们日夜工
作，排水除涝……救援队的表现，居
民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多年来，曙光救援队不断提升
专业急救能力，深入开展业务训练，
大力整合志愿队伍专业技能力量，
始终把提高专业能力摆在第一位。
队员中有企业员工、退伍军人、医护
人员等，他们将自身专业技能与救

援队任务结合，进社区、校园办讲
座、开培训，提升学生、居民自救互
救能力；参加大型赛事、救援行动，
提供安全保障服务和危机解决方
案，逐渐成长为具备高急救能力、懂
科普宣传的综合性志愿者队伍。

截至目前，曙光救援队累计参
与活动 310余次，其中救援 223次、
演练 32次、培训 55次，受益人群达
万余人，参与志愿服务人次约 2895
人次，其中，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开展应急救援、社区减防灾
培训、校园防溺水培训、医疗保障等
志愿服务39余次，参与志愿服务人
次约 360 人次，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14772 小时，受益群众逾千人。每
一个数据都承载着队员的无私付
出，他们牺牲陪伴家人的时光来成
全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努力让“曙
光”照到每一个角落。

抗疫一线，他们在场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袭
来，曙光救援队在兴平市红十字会
的指导下，及时启动疫情防控工作，

与群众一同共克时艰。
2020 年 2 月 1 日，救援队组织

队员自筹资金购买84消毒液原液、
防护手套、医用口罩、水果等物资，
向市内疫情防控的各个乡镇、派出
所、检查站、医院等机构捐赠抗疫物
资并看望慰问公安民警、医务人员
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在相互
叮嘱做好自身和亲友不要外出精心
防护的同时，指导大家掌握防护知
识，大力开展七步洗手法、公共和家
庭通风消杀知识、心理健康疏导等
防护知识技能宣传普及，在持续开
展抖音号、公众号大力引导公众做
好防护的同时，短短两周时间，他们
几乎跑遍了兴平市的 12 个镇办的
行政村和社区。

2月4日，在防疫物资吃紧的情
况下，曙光救援队调集车辆负责运
输 1 吨次氯酸钠消毒原液，从兴平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出发，历时 5 个
多小时，途经各个检查卡点，顺利送
往百公里以外防疫物资急缺的商洛
市，随后由发放至商洛市的疫情防
控第一线。

2月8日至3月20日，曙光救援
队在持续筹集物资的基础上，组织
队员成立联防联控抗疫突击队，在
陕西省兴平市辖区内的建设银行家
属区、自然资源局家属区、激光厂家
属区、南街村、东堡子村、庄头村等
疫情防控重点区域，队员们日夜坚
持，积极协助联防联控人员开展信
息排查，对进出的人员进行信息核
实、测量体温、消杀等疫情防控工
作，极大减少了疑似症状接触，有效
遏制了疫情蔓延，为兴平市抗击疫
情作出贡献。

星夜兼程，迎来曙光

不论是社区服务，还是防灾行
动，曙光救援队永远在与时间赛跑。

2018 年 8 月的一个晚上，队员
们在家与家人团聚时突然接到行动
指令，凌晨出发奔赴九寨沟震灾救
援现场。救灾刻不容缓，他们匆匆
与家人告别，整装出发。抵达救灾
现场后，他们立即开展运送、分发物
资的工作，并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大
大缓解了救灾压力。

“紧急行动，立即出发。”已经成
为队员生活的常态，救人救灾也成
为他们的使命。2020 年 7 月，受强
降雨影响，安徽省芜湖市长江流域
水位达到了历史最高，芜湖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紧急发布“防汛应急志
愿者招募令”。曙光救援队关注到
招募令后，第一时间响应，当天组成
抗洪排险突击队，迅速与省队接洽
开展联合行动，于 7月 18日奔赴芜
湖一线，购买调集救援艇9套、救生
衣 50余件、救生圈 10个、浮力绳若
干条、发电机 5部、水泵 1台投入增
援行动。经过 7 天的日夜奋战，共
计救助转移被困群众近 350 余人，
并大力帮助当地企业、学校、居民小
区及交通要道排除洪水围困。

7 月 23 日，淮河流域水位直线
上涨，庐江县境内的白石天河同大
镇圩堤漫破，不断上涨的水位让汛
情警报再度拉响。在芜湖市临时休
整的曙光救援突击队接到防汛指挥
部汛情指令，凌晨 4 点紧急驱车支
援庐江县同大镇。持续奋战整夜，
黎明时分 30 余名被困群众被曙光
救援突击队成功解救。

汗水终会见证荣光。11年来，
曙光救援队坚守在志愿服务和应急
救援一线，一次次负重前行，用青春
镌刻志愿者的担当与大爱，多次被
市文明办评为“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连年被陕西省曙光应急救援协
会评为“最佳团队”，被共青团陕西
省委授予“陕西省青年志愿者优秀
项目奖”等荣誉称号。

公益路上，加速奔跑
——记陕西省兴平市红十字曙光救援队

3月22日下午4时许，浙江省义东高速福田内广场匝道内发生大货
车翻车事故，人员无事，30多吨货物散落一地，道路通行受阻。接到高速
救援的求助电话后，金华市金东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仅用15分钟时间集
合队员，火速赶往事发地，开展救援工作。晚上8时30分，救援队员完成
清障任务，高速公路恢复正常通车。 （刘存丽）

火速驰援

■ 记者 李颀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
会通过送“训”上门的形式，为民警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助力提升应急
救护水平。3月 19日，浦东新区洋
山边检站 70 余名民警通过浦东新
区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员资格考
核，站内持有急救员资格证的民警
比例达83.5%。

随着应急救护技能在公安干
警群体的深入普及，上海警界近年
来涌现出许多警务人员通过心肺复
苏术等急救技能成功挽救他人生命
的事迹。2018年 9月 27日上午，浦

东新区公安分局丁香大楼食堂一名
工作人员突然晕倒在地，意识丧失、
口唇紫绀、呼吸停止，其同事见状立
刻拨打120急救电话。

此时，公安分局警务保障处工
作人员张怡然闻讯赶来。张怡然曾
参加区红十字会组织的应急救护和
AED 使用培训，拥有一定急救技
能，她立即组织现场同事一同实施
救援。半小时紧急抢救，张怡然和
几名同事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心脏
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并取来食堂
里的 AED 为其除颤，“当时情况非
常危急了，这台除颤仪自动监测患
者心律，七次除颤后，他终于恢复了

心跳呼吸。”张怡然说。随后，患者
被紧急送往仁济医院抢救，确诊为
急性心肌梗塞，后经治疗已脱离危
险。

近年来，浦东新区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工作在构建大民生格局中
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截至目前，新
区共培训红十字救护员近10万名，
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总人数累
计近 165 万人次。全区累计安装
AED共1203台，并以1台AED配比
5名救护员比例同步开展专项应急
救护培训。据统计，AED和应急救
护技能已成功挽回6位心脏骤停者
的生命。

上海警务人员成功挽救心脏骤停患者
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开栏的话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大力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本版即日起开设“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
专栏深入报道各地红十字会为民服务、办实事的好经验、好做法，鼓励和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同总结

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努力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敬请关注！

■ 德红

3 月 10 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新市汽车站发生一起紧急事件，
在即将发往杭州的公交车上，一位
老人突然倒地。正在附近巡查的新
市派出所巡逻特警归红亮听到群众

呼救，连忙上车查看情况。
经过检查，归红亮发现老人已

无心跳和呼吸，情况十分危险。他
一边让周围群众拨打 120 电话呼
救，一边立即为老人实施了心肺复
苏。几个循环后，老人情况有所好
转，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老人送往

医院进一步抢救。目前，老人已恢
复心跳呼吸，生命体征平稳。

归红亮不仅是巡逻特警，还是
德清县红十字众安救援队队员。
2017年，他首次参加救援队组织的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顺利取得了救
护员证。

德清县车站巡逻特警出手救人

本报讯 （刘小斌 蔡源）3
月 22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親
基金”发起人徐鹏来到湖北省广
水市关庙镇中心小学，为广水市
首间“未来教室”揭牌，标志着广
水市红十字会正式启动“未来教
室”关爱乡村留守儿童主题活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親基
金”、广水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志愿者和部分骨干

教师参加启动仪式。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親基金”教

育专项基金开展的“未来教室”教育
公益项目以帮助乡村孩子“增长见
识，融入社会”为目标，通过设计体
验式公益活动，组织城市知识阶层
及其子女到贫困地区开展助学、助
教活动，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条件，促
进教育公平，帮助城乡青少年共同
健康成长。

广水红会启动“未来教室”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本报讯 （张妍）3 月 5 日下
午，安徽省合肥市轨道地铁 2 号
线桂庄站 19A站台门处，一名 60
多岁的候车老人突然晕倒在地，
工作人员立刻对老人施救，并使
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电击
除颤，最终老人成功获救。

据轨道交通工作人员介绍，
当日下午17时32分，老人突然倒
地，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工作人
员立即拨打 120，随后工作人员
发现老人脸色逐渐青紫，呼吸逐
渐停止，立刻通知其他人员取用
站内设置的 AED，按照操作提
示，对患者进行了第一次电击除
颤后，成功恢复心跳。

此时，两名医学院学生从旁
路过，立刻提供帮助，对乘客进行
持续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几分

钟后，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在了
解乘客的大致情况后对乘客开展检
查并对乘客进行胸外按压救治，现
场初步判断乘客暂无生命危险后送
往医院。据了解，被救老人经过医
院治疗观察，于3月18日康复出院。

2019至2021年，合肥市公共场
所配备 AED 项目连续三年纳入市
政府为民办实事，由市政府投资，市
红十字会牵头实施。截至 2020 年
底，已投入使用389套AED，配套培
训救护员 1200 名，并先后于当年 1
月13日、4月21日成功施救两人。

2021年，合肥市红十字会将在
全市街道社区、公办中小学、派出
所、地铁 4 号线所有站点等公共场
所新增设1241套AED，让更多群众
受益。

合肥市公共场所AED设备再救一人

本报讯 （蒲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成立退
役军人关爱援助专项基金，用于
救助因患重大疾病、遭遇意外事
件和自然灾害及其它原因，享受
有关政策保障待遇后仍有困难的
退役军人。

县红十字会还联合退役军人
事务局等部门深入镇（街道）走村
入户，广泛收集退役军人的意见
和需求，积极寻找具有人道意愿
的合作伙伴，发展固定捐赠人，建
立完善人道资源储备库。通过

“线上宣传＋线下筹款”、举办专题
捐赠仪式等，鼓励企业和个人定向
捐赠退役军人关爱援助专项基金并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等政策，搭建捐
赠人通过红十字会履行社会责任的
通道，逐步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退
役军人关爱援助公益平台。

截至目前，县红十字会共帮扶
19名困难退役军人，发放救助资金
10余万元，并建立捐赠人回访工作
制，向捐赠人颁发证书和感谢信、反
馈退役军人关爱援助专项基金接受
使用情况。

蒲江县红会做好退役军人关爱援助工作

本报讯 （洛红）近日，由河
南省洛阳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
共青团洛阳市委、洛阳日报社、邮
政集团洛阳市分公司联合主办的

“‘从小立初心 长大建祖国’洛
阳红十字青少年纪念建党 100周
年暨红十字青少年给党的一封
信”活动正式启动。

该活动是洛阳市红十字会、市
教育局、共青团洛阳市委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强调的“要注重方式方法创
新，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重要指示的
具体举措。

洛阳红十字青少年开展纪念建党百周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