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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我为群众办实事

长安区开展系列志愿服务
本报讯 （长红）4月 8日，陕

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红十字会联合
志愿者共计30余人，在城南名园
小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志愿
服务我先行”主题党日活动，内容
包括“大擦洗、大清理”“爱心义
务剪发”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盐城召开六届三次理事会
本报讯 （王蕙）4月 2日，江

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召开第六
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选
举常务理事、常务副会长、兼职
副会长，更换了理事，审议并通
过《盐城市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
会第三次会议工作报告》《关于
会长提名秘书长人选的决议》

《盐城市红十字会 2020年捐赠款
物收入和使用情况报告》，通报
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以来
的监督情况。

靖江“心肺复苏小马扎课堂”进农村
本报讯（靖红）3月30日，江

苏省靖江市红十字会与靖江市
179志愿者协会联合在马桥镇徐
周村开展“心肺复苏小马扎课
堂”。活动中，靖江市红十字会救
护师资向村民讲解心肺复苏重要
性，强调“守己救人”理念，详细为
村民讲解心肺复苏的要点，并带
领村民进行演练。

崆峒区举办党史学习教育研讨会
本报讯 （闫凤）4月 6日，甘

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红十字会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与会
人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围绕“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书写践行初心使命的历
史新篇章”，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
进行了交流发言，分享自己的所
得和感悟。

西湖区救护培训走进市委党校
本报讯 （西红）4月 8日，江

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红十字会走进
南昌市委党校，为参加西湖区
2021 年度中青年干部政治理论
培训班的学员举办了一期红十字
救护员培训。经严格考核，参训
学员全部通过实操考核，取得红
十字救护员证书。

金牛区积极服务辖区央企
本报讯 （金红）4月 8日至 9

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
会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
十九研究所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学员来自研究所各个岗位，共计
60余人。

奉化区救援队保障马拉松赛事
本报讯 （奉红）4 月 3 日，

2021 奉化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
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武岭
门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海峡
两岸的 8000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
比赛。奉化区红十字红海应急救
援队参与了此次赛事通讯及应急
救援救护公益保障。

海拉尔区举办公益健步行活动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
组织 10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参加
了市红十字会在成吉思汗广场开
展“第十四个世界自闭症关注日”
公益健步行宣传活动暨“99公益
日——圆自闭孩子体育梦”体育
器材捐赠仪式。

惠山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
本报讯 （石尉）3 月 31 日，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十字会 8
名党员干部赴锡山区山联村开
展“榜样引领，学史力行”党史学
习教育主题活动。区红十字会
一行在山联村党建文化馆边走
边看、边听边学，在党旗前重温
了入党誓词，并结合学习观看

《榜样 5》的心得体会进行了交
流。

莲都区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战士
本报讯（陈金军）近日，浙江

省丽水市莲都区红十字会全体干
部走访慰问离休干部聂吉甫，聆
听抗美援朝老兵讲党史。聂吉甫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

泸西启动眼病救助基金
本报讯 （李本文）4月 8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
西县红十字会携手红河爱眼医院
在午街铺镇雨洒村启动“爱尔眼
科致盲眼病公益救助基金”项目。
该项目由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发
起，计划每年捐赠 200 万元作为
专项公益救助基金，开展防盲治
盲精准扶贫公益活动。

■ 李松筠

在黄山脚下、太平湖畔，活跃着
一支特殊的志愿者队伍，他们秉承
红十字精神，以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救助弱势群体为理念，把爱的种
子播撒在人间——这就是安徽省黄
山市黄山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

志愿服务大队由安徽省黄山市
黄山区红十字会于 2014年 10月牵
头组建，设有阳光救援、“三献”宣
传、扶危济困3支分队，现有骨干志
愿者 50人、注册志愿者 358人。近
年来，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320余场，服务时长 3.6万余
小时，受益群众近4万人次，成为黄
山区人们口口相传的一段佳话。

急救培训防未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改
善，广大群众对健康愈加重视。为
了践行健康黄山区建设，提升广大
群众的急救能力，志愿服务队开展

《阳光公益大讲堂》红十字志愿服务
活动，组织红十字培训师到学校、企
业、社区进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并由点及面，从高危行业到社会各
行业，从重点人群到城乡居民，推动
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进机关、进学
校、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军

营，让更多人掌握到心肺复苏、异物
梗阻、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常见意
外伤害的急救常识，让大家在面对
意外事故时，多一份自救互救能力。

在全区开展红十字文化进校园
活动，先后走进黄山旅校、黄山二
中、甘棠小学等 15 所中小学、幼儿
园，把红十字运动知识和红十字会
职能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如
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将红十字元素
根植于学生心中。同时，针对中小
学生特点，为 3100余名学生讲授防
溺水、防拐骗、防欺凌等安全常识，
并通过轻松有趣的场景模拟演示，
向学生传授实用的自救术。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组织应急
救护演练 22 场，开展救护培训 136
场次，培训 14600 人，营造了“人人
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

无私救援暖人心

“救危援难、真情为民”，志愿服
务大队于 2018年组建了有 37名爱
心人士参加的红十字阳光救援队。
当群众处在危难之时，救援队在第
一时间竭尽所能给予无私帮助。他
们身着蓝色救援服，无论是冬天还
是夏天，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是接到
救援任务，都会放下工作立刻上路。
救援队员出任务时费用全部为自

费，救援装备也是集资购买。
2021年 2月 6日 18时 30分，救

援队接到城区叶先生打来的求救电
话，称其 74岁老父亲下午 3时左右
在所在小区走失，下落不明。队长
宋文芳一边将寻人启事发布在各个
微信群和朋友圈，一边根据家属提
供的资料，马上调取老人走失附近
地区的监控，从监控看到老人行走
的方向后，紧急召集的12名队员冒
着严寒、带上干粮，逢村必进、逢人
必问，于当晚23时在距离城区25公
里的太平湖竹棵村民小组找到失踪
老人，随后又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
此时已是深夜零时。叶先生被救援
队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将一面写着

“专业的救援素质，热忱的奉献精
神”字样的锦旗送到救援队，并一再
表示感谢。

截至目前，这支“没有番号”的
救援队已成功搜救走失人员28人；
为抗疫值守人员搭建 30 顶“暖心
帐篷”，运送物质 200余件；解救被
洪水围困群众 200 余人，赢得社会
各方赞誉，是黄山区应急救援的一
支重要力量。

关爱生命传大爱

志愿服务大队不仅是“三献”工
作宣传者，更是身先士卒的践行者。

“三献”宣传队队长胡多安是龙
北社区的一名干部，“全国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二等奖”获得者。自 2015
年以来，他已无偿献血 3500 毫升。
他的一腔热血感染着身边每一个
人，带动亲属和 130 余名爱心人士
陆续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在他
的倡导下，2020 年“5·8”世界红十
字日，他和15名志愿者集体签订眼
角膜捐献书，希望通过这一行动使
更多的人参与到捐献角膜活动中
来。

“三献”队里的热血青年卜黎
峰，是黄山区人民医院的一名职工，
也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和黄
山市“最美献血者”获得者。从
2005 年至今，他每年都献血两次，
献血总量已达 1.61万毫升，成为一
名真正的“献血达人”。他还申请加
入中华骨髓库，随时准备捐献造血
干细胞。有人笑他“傻”，但他觉得
献血是自己回报社会、帮助他人度
过危难的最好方式，他乐意就这样
一直“傻”下去。

在这支队伍中，还有宋文芳、周
毅、郑磊、江忠宝、丁忠秀、吴春霞等
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为延续
危重病患者，他们毫不吝啬捐献血
液、随时准备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
心点燃生命的希望之火。

温馨有爱献温暖

在爱心公益的路上，志愿服务
大队坚持实施“情暖夕阳，关爱未
来”公益项目，结对帮扶 17 户特殊
家庭（空巢、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志愿者坚持每月上户走访，及时了
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累
计送去价值 2.4万余元的慰问品和
生活用品，并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陪
老人聊天，辅导留守儿童作业、开展
心理安抚等，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关爱。

队员江忠宝坚持每天早上7时
护送一位小学在读留守儿童到甘棠
中心学校上学，风雨无阻，在当地传
为佳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志愿服
务大队发起抗疫募捐活动，600 余
人积极响应，捐款达 30 余万元，疫
情中彰显志愿力量。

志愿服务大队还先后走遍全区
14 个敬老院，为老人开展“包饺
子”、理发、义诊、文艺演出等活动，
让老人们感受着家的温暖与温馨。

志愿服务大队用自己的初心与
使命、担当与付出，积极履行着社会
责任与义务，得到上级单位的肯定
和社会的赞誉。

志愿服务传佳话 排忧解难暖民心
——记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大队

4月13日，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和红
十字志愿者来到桑田镇敬老院，开展“学党史，办实事”主题活动。活动现
场，志愿者给9名孤寡老人送上绒毯、夹克衣等物资。老年介护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为孤寡老人进行理疗、测量血压等。 （袁荣生）

敬老院里春意浓

2019年 7月 7日 15时 45分，广
东省广州市地铁车陂南站五号线往
滘口方向车厢一名 20 多岁的男乘
客晕倒在车厢里。在热心乘客的帮
助下，晕倒的男乘客被迅速转移到
站台。经过观察，该男乘客脸色苍
白、手脚冰凉，颈部动脉、心跳几乎
无搏动。电话报 120、屏风围蔽、疏
散附近乘客、通过广播寻找医护人
员……一系列动作都在为宝贵的生
命抢时间。

当天，肇庆市民陈堂在广州出
差，开完会后乘坐 5 号线在车陂南
地铁站准备换乘 4号线，赶 17时 17
分的 D3630 次动车回肇庆。15 时

53分，陈堂在车陂南站看到楼梯口
有警务围蔽栏，听到里面有喊“先生
先生你不要睡着快醒醒”。

凭着职业敏感，陈堂上前发现
一名青年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立
即对地铁工作人员说：“我参加过红
十字救护培训，持有红十字救护师
以及美国心脏协会AHA认证，我可
以帮忙。”获得许可后，他参与到抢
救工作中。

陈堂发现倒地乘客有间歇性呼
吸，瞳孔有扩散的迹象，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需要持续做心肺复苏。随
后，他提醒车站工作人员通知 120
医护人员务必要带除颤仪到现场，

并立即和值班站长开始轮流给乘客
进行心肺复苏。15时 59分，120到
达现场，医生随即下达了除颤指令，
期间除颤结合 CPR 一直在交替进
行；16时16分，120医护人员宣布患
者恢复心跳和呼吸，转入急救车送
院内进行高级医疗支持，陈堂则继
续踏上回肇庆的旅程。

2019年 8月 27日，广州地铁公
司相关领导来到肇庆新区，向陈堂
赠送锦旗、感谢信和广州地铁“最美
乘客”卡，他成为肇庆市首位获得广
州地铁“最美乘客”殊荣的人。

（粤红）

肇庆救护员获得广州地铁“最美乘客”殊荣

4 月 13 日，江西省红十字应急
救护师资初训班在吉安开班，来自
全省各地的32名学员投入学习，做
好师资考核的准备。但对于分别来
自景德镇、九江、萍乡的程民选、王
帮春、施理3人来说，考核来得猝不
及防。

当晚，3 人一边沿着吉安大桥
散步，一边热烈地交流着白天的学
习内容。突然，“砰”的一响，不远处
两辆电动车撞在一起，两名驾驶员
都躺在了地上。

3人赶紧跑上前，程民选、王帮
春一边移开压在伤者身上的电动

车，一边检查评估伤情、安慰伤者，
施理立即走到道路来车方向警示和
疏导后方来车，并迅速拨打报警电
话。

经评估，3 人发现一位伤员手
部受伤，另一位头部和眼睛、手部外
伤，3人利用所学急救知识，将伤员
就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实施救护。

伤员连忙表示感谢，并好奇地
问：“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
是红十字志愿者！”3名学员几乎异
口同声地回答。

在等待交警的同时，3 名学员
一直安慰两位伤者，询问他们有没

有哪里不舒服，是否需要联系家人
……确认两位伤者没什么大碍，他
们一直等到交警到来完成交接后，
才放心离开。

回去的路上，3 人感慨良多：
“在参加应急救护知识学习的同时
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很有意义，非
常开心。”“今后一定要成为一名合
格的救护师资，让更多人学会急救
知识，更好地保护生命健康。”

在了解 3 名学员的遭遇后，救
护培训授课老师为他们竖起了大拇
指——为他们通过了这次突如起来
的考核点赞。 （吉红）

江西吉安：突如其来的救护考核

本报讯 （吴月玲）4月 7日，
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红十字会联
合日峰社区红十字会在黎川县洵
口镇皮边村开展“学党史缅怀革
命先烈 寻足迹力行红色精神”主
题活动，以现场教育的方式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见行见效。

黎川县红十字会全体工作人

员、日峰社区党员干部、县红十字志
愿者代表等5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结束后，黎川县红十字全
体人员与志愿者来到洵口镇战斗广
场，在广场上为村民开展应急救护
普及培训，并发放应急救护常识宣
传册120余份。

黎川红会缅怀先烈学党史

本报讯 （蒲红）4月 8日，陕
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联合民进蒲城城中
支部会员以及红十字志愿者一行
20 余人来到荆姚镇渡米村开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慰问五老 学党史”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分别走进老

党员、老干部、老战士家中，聆听他
们讲述当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故事，
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并为
他们送去慰问品。

蒲城红会开展学党史主题志愿活动

本报讯（义红）4月7日，“浙
江省红十字会康心基金心脏病患
者救助项目”走进义乌活动在天
祥东方医院举行。义乌市红十字
会、东阳市人民医院、义乌天祥东
方医院承办该活动。

活动中，多位著名心脏病专
家现场义诊，为心脏病患者免费
进行心脏彩超和心电图等检查，
适合手术的病人还可以获得康心
基金的生活救助。

这是康心基金第 6次走进义
乌。该基金由浙江省红十字会于
2011 年设立，专门用于救助金、

丽、衢三地（包括常住人口和外来工
作人员）心脏病患者，在定点医院东
阳市人民医院、天祥东方医院接受
手术治疗的患者，不限户籍，均可在
医疗保险报销外再享受自付部分报
销 90%的生活补助，补助最高可达
4万元。

截至 2021 年 2月，康心基金总
救助额达 1449.93 万元，惠及患者
731 人，其中在义乌地区发放救助
额近百万元，惠及患者近 40 人。
2019年，康心基金被评为浙江省红
十字会首届十佳“人道公益品牌项
目”。

康心基金为义乌心脏病患者提供救助

本报讯 （锡红）近日，江苏
省无锡市红十字会、无锡广播电
视集团（台）联合举办“锡红公益
联盟”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
将通过建立融媒体宣传和公益合
作伙伴关系，全方位打造促进社
会和谐发展的爱心平台，为建设
守望相助、充满温暖与爱的博爱
锡城同频共振，携手同行。

无锡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殷兰青和无锡广电集
团（台）党委书记、总裁陈秋峰代

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下一步，无锡市红十字会将持

续深化改革创新优势，牢固树立社
会化、开放式、整合资源的观念理
念，积极构建有效的工作协同机制，
坚持人民至上，汇聚社会力量，把品
牌建设作为红十字人道传播的一项
重要手段。为努力打造有温度的最
美锡城，勇做“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全省排头兵发挥积极作
用。

无锡红会与无锡广播电视集团签约合作

本报讯（鹰红）4月13日，江
西省鹰潭市红十字会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读书班开班，并举行了党
史学习教育第一专题（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历史）集体学习会。
会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参加学习并结合个人学习思
考作交流发言。

鹰潭市红十字会于4月13日

至 19 日将举办为期一周的党史学
习教育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读书
班，分四次专题学习，并系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此期读书班采取

“个人自学+集中辅导+理论研讨”
的形式，会班子成员先学一步，分别
受领一个专题内容，在读书班上进
行专题讲座，以讲促学，以学促行。

鹰潭红会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