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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我为群众办实事

长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长红）3月30日，吉

林省长春市红十字会党支部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会议
要求，要坚持突出重点、目标引
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切实提
高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
性，为加快推动长春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贡献力量。

珠海爱心企业捐款50万元
本报讯（珠红）3月30日，广

东省珠海市红十字会举办珠海慧
心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捐赠仪式，
该公司向珠海市红十字会捐赠善
款50万元，用于支持珠海市红十
字志愿工作者协会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驻马店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谭春明 张坤）3

月29日，河南省驻马店市红十字
会机关党支部开展“学党史、跟党
走、争做优秀共产党员”主题党日
活动。党员们主动缴纳党费，为
两名党员过政治生日，集体学习
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并观看了党史讲座。

丹东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丹红）3月18日，辽

宁省丹东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认真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市委安排部署，对市红十
字会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
署。

盐城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王蕙）3月25日，江

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组织全体党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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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学习省、市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会议精神。会议印发了市
红十字会党组关于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实施方案，对党史学习教
育进行动员和部署。

无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 （锡红）近日，江苏

省无锡市红十字会召开市级机关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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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市委的部
署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
员部署。

邳州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 （邳红）3 月 29 日，

江苏省邳州市红十字会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会议强调，
会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认
真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
标要求，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通
过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把学习和红十字事业有机结
合起来，以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
百年华诞。

宜昌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宜红）3月26日，湖

北省宜昌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
市红十字会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
位，进一步增强学习党史、践行初
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把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抓实抓好。

瑞昌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瑞红）3月29日，江

西省瑞昌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部署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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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真贯彻落实省、九江市及瑞昌市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精神。

张家港开展健康关爱公益项目
本报讯（孙雯）3月27日，江

苏省张家港市红十字会、江苏文
峰集团（青禾置业）、康丽医院、市
爱心义工协会联合发起的“粉红
守护 520”健康关爱公益项目举
办首场知识讲座暨健康惠民义诊
活动，为居民现场提供免费测血
压、测血糖、口腔检查及健康咨询
等服务。

成华区启动应急救护技能大赛
本报讯（成红）3月30日，四

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启动
“庆华诞 迎大运，幸福成华 救在
身边”第四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
能大赛。大赛将分机关街道、企
业、教育系统、志愿者、物业建筑
等组别开展，角逐一等奖1名、二
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和“十佳救
护员”10名。

■ 白洁

“医生，你给我看看我的这个膝
盖，一遇到下雨天就觉得抬不起
来。”

“我这血压量出来怎么样？血
糖呢？有没有大问题？”

3 月 24 日一早，重庆市石柱县
西沱镇黄桷岩村的300余名村民将
刚进村的专家团队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一场进村义诊活动正在这里举
行。

连日来，重医附二院红十字南
丁格尔志愿服务队专家医疗团队的
志愿者们上山下乡，走街入户为群
众义诊，贴心服务广受好评。24

日，志愿者来到石柱县，和当地人民
医院党支部在黄桷岩村联合开展

“学党史葆初心 为群众办实事”义
诊活动，300 余名村民闻讯赶来请
志愿者团队的专家把脉诊疗。

义诊现场，专家团队详细询问
患者身体状况，为村民们检查、听
诊，耐心解答每位问诊者提出的健
康问题，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提
出治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开具处方。
他们还将“健康快车”开到村民们的
家门口，为村民们做健康体检和心
电图、B超等免费检查。

“爷爷，你以前做过心电图没？
你是脂肪肝哦，还有好几颗胆囊结
石。注意吃饭不要太油腻了，听到

没？那些油重的菜都要少吃，比如
油煎鸡蛋啊，火锅、烧白、扣碗肉这
些少吃点，它们容易引发你胆囊结
石……”在前来就诊的老人面前，平
时雷厉风行的专家医生们都变得

“絮叨”起来，仔仔细细地向老年人
叮嘱着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石柱县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
长秦桃红介绍，志愿者团队均由专
业医护人员组成，旨在对边远山区
的群众进行疾病诊断和送医送药，
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护理，提
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专家们的到来，让西沱镇黄桷
岩村村民十分高兴。该村距离石柱
县城比较远，以前高速公路没有通

车时，到县城医院看病，一去一来得
花 4 个小时。如今，虽然高速公路
通了，也要将近两个小时车程，志愿
者送医上门，村民可以不花一分钱
在家门口做检查，还能和专家面对
面交流、问诊，大家心里都乐开了
花。

除了现场义诊，重医附二院红
十字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专程为长
期卧床的病人谭云华提供了上门服
务，对照顾他的儿子和儿媳做专业
护理指导，让谭云华和他的家人都
倍感温暖。

石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秦保平
表示，此次活动不仅向群众普及了
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专家下

沉指导也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
务能力，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以“医、帮、托”的方式来
带动石柱县人民医院的学科发展，
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得到质的提
升，同时也为解决当地老百姓看病
难问题提供了帮助和借鉴。

医护专家走村入户，不仅给偏
远地区的群众带来优质的医疗服
务，更带来了党员的初心和医生的
爱心。参加义诊的医护专家表示：

“党史教育我们，群众的需要就是党
努力的方向。我们将继续开展学党
史办实事活动，将最优质的医疗服
务带给有需求的重点人群。”

走村入户送服务
——重庆市基层红十字医疗服务志愿者团队行动纪实

■ 余琳娜

“红十字博爱家园给我们老年
人提供了一个日常休闲娱乐的场
所，特别是健康小屋，我们老年人随
时可以在这享受便利、全面并且免
费的体检。”3月 29日，江西省抚州

市南城县红十字会开展的“我为群
众办实事”主题活动获得老人纷纷
点赞。

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县红十字会以党史教育为契机，推
进履职能力再突破，精心打造“民心
工程”，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当日，

县老年大学组织葫芦丝班的同学来
到城东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开展学
习交流活动。

活动中，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为老年朋友宣讲党史、免费体检，同
时深入浅出地介绍红十字运动，讲
解心肺复苏术等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
城东社区博爱家园是县红十字

会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人道服
务、人道救助、人道传播”为主要内
容打造的基层服务阵地。

自建成运营以来，社区博爱家
园共接待老人 2000 余人次，已成

为社区老年人居家养老娱乐的场
所。

下一步，县红十字会将进一步
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社区红十字博
爱家园阵地作用，以社区高龄、困境
或失能、半失能老人为服务重点，实
行精准对接，按需提供人道服务，以
满足老年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人的晚年
生活质量，建设和谐温情的幸福家
园。

共画居家养老同心圆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城东社区博爱家园助力养老服务侧记

3月28日，安徽省铜陵市举办2021铜陵徒步大会，吸引了3000余名
户外运动者参加比赛。铜陵市红十字会认真遴选40余名具有救护技能
的红十字志愿者在赛道各救护站开展赛道巡访、救护跑者等行动，护航跑
友平安，共为30余名跑友提供应急服务。 （马卫东）

护航

“当时我的心里是很紧张的，手
也有点抖。我当时想的是我只需要
一直坚持，坚持到医生来，坚持到救
护车来，坚持到她有更高级的生命
支持，她就还有希望。”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表彰了 6 名见义勇为人员。
其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体育教
师张鑫，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心脏停
跳 36 分钟的女大学生。他曾经参
加南京市红十字会在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举办的急救培训课程。

202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江苏
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刘某正

参加 800 米体测。跑步过程中，她
突然身体左前倾，摔倒在地，周围师
生急忙呼救。恰巧，体育老师张鑫
在隔壁篮球场上课，距离女生倒地
位置约百米。听到呼救后，他第一
时间跑向事发地点。经过几秒钟快
速检查，张鑫发现学生呼吸停止、心
跳骤停，几乎失去生命体征，情况万
分紧急，他立即开始心肺复苏，并请
人通知校医、拨打120急救电话。

“按压到大约 20 下的时候，她
有一次短暂的苏醒，自己大喘了一
口气。我们都以为她醒过来了，但
是这个过程仅持续了 5 秒钟，之后

她又抽搐了一下，气息和心跳再次
停止。”张鑫回忆。

参与救人的几人轮番为女生进
行急救。又过了20分钟，救护车赶
到，此时，女生停止心跳已长达 36
分钟。医生表示，由于施救及时得
当，为女生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抢救
时间。最终，女生抢救成功。

据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体
育老师每年都参与一次以上的急救
技能培训，作为工作必备技能。张
鑫就同时拥有国家游泳救生员证和
江苏省红十字救护员证，具有丰富
的急救知识和经验。 （宁红）

南京体育老师把学生救出“鬼门关”

2020年冬的一天，申城气温一
度降至冰点。63 岁的王老伯参加
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刚出饭店就
一头栽倒，停止呼吸，身边的朋友也
手足无措。

危急时刻，上海市黄浦区格致
中学高一学生盛晓涵正巧路过，因
为平时就喜欢阅读医学书籍，在学
校也学过急救知识，他马上意识到，
老伯可能是噎住了。

盛晓涵先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拍挤压了两下，见没有食物吐出，
他赶紧进行下一步施救，让老人平
卧，一边疏散围观人员，一边解开
老人胸前纽扣，开始体外按压，同
时教老伯的朋友“鼻式人工呼吸”
协助救人。经过数分钟连续按压，
王老伯有了自主呼吸。这时，120
也赶到了。

经医院诊断，王老伯是大面积
心梗，幸亏盛晓涵的急救，争取到了

“黄金五分钟”，老伯的命保住了。

关键时候敢出手，要有一腔救
人于危难的勇气，更要有成功救治
的底气。盛晓涵曾就读的每所学
校，都设有红十字急救培训课程。
前不久，他就读的格致中学还进行
了心肺复苏、救护包扎等技能培训
和考核。这一次救助王老伯，在紧
急情况下，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不能看着生命在我手里消逝。”
（张鹏）

黄浦区高中生挽救老伯生命

赣州 3月27日，江西省赣
州市红十字会在赣

南医学院解剖实验室和医学院雕
塑前开展清明追思活动，近70人
参加此次活动。

鹰潭 3月31日，江西省鹰
潭市红十字遗体器

官捐献者纪念园正式投入使用。
当天，一场以“生命的乐章”为主
题的清明追思活动在此举行。现
场，50余名志愿者代表通过多种
方式表达对遗体器官捐献者的思
念。截至 2021年 3月，全市报名
登记遗体捐献累计 556 人，成功
捐献器官20例、遗体6例、眼角膜
9例。

泰和 清明节到来之际，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

县红十字会开展“生命的乐章”
清明追思主题活动，多媒体、多
维度、全方位向广大市民宣传遗
体器官捐献感人事迹和知识，倡
导并鼓励更多群众加入遗体器
官捐献志愿者队伍。2020 年全
年，泰和县共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12例。

峡江 3月28日，江西省吉
安市峡江县红十字

会开展“倡导器官捐献新风尚，谱
写文明社会新乐章”2021年清明
追思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有多人
咨询器官方面的知识，共发放宣
传资料十余种。

永新 近日，江西省永新
县 红 十 字 会 开 展

“传送生命礼物 奏响人间赞歌”
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耐心为市
民讲解人体器官捐献有关知识和
理念，有6名市民当场填写《江西
省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成
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万载 3月30日，江西省宜
春市万载县红十字

会开展遗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
活动，各街道、社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红十字志愿者、医护人员、
小区居民等共同参与追思，线上
缅怀活动同步开展。

徐州 3月24日，江苏省徐
州市缅怀遗体器官

捐献者纪念活动在纪念园举行。
徐州市红十字会自 2012 年启动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已有 80
位志愿者捐献遗体、107 位志愿
者捐献器官、69位志愿者捐献眼
角膜，登记的志愿者已超2万人。

泉州 3月27日，福建省泉
州市遗体器官捐献

者纪念园揭碑仪式暨捐献者缅怀
纪念活动在泉州宏福园举行。仪
式上，红十字志愿者向遗体器官
捐献者敬献花篮，现场人员手捧
菊花为遗体器官成功捐献志愿者
默哀一分钟，并逐个向纪念碑敬
献菊花。2020年，泉州市遗体器
官捐献登记 5631人，全市累计登

记突破1万人，共有112人捐献了遗
体、器官、眼角膜。

通辽 3月27日，内蒙古自治
区通辽市红十字会携

手市中心血站、一铭语言艺术中心、
内蒙古创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
辽万达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生命的
乐章”主题诵读故事会，并开展“救”
在群众身边应急救护培训活动，作
为 2021年“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
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

屯溪区 3 月 23 日，安徽省
黄山市屯溪区红

十字会组织志愿者赴黄山市徽陵开
展缅怀纪念活动。截至目前，黄山
市共实现器官、遗体、角膜捐献 66
例，其中2021年度已实现5例遗体、
角膜捐献。

来安 清明将至，安徽省滁
州市来安县红十字会

组织参加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者缅
怀活动，分别至合肥市大蜀山文化
陵园和天长市芦龙福寿陵园，致敬
和缅怀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者，表
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怀念。

晋中 清明来临之际，山西
省晋中市红十字会搭

建线上缅怀平台，开启了人体器官
捐献缅怀纪念月活动。截至目前，
晋中市在线完成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人数达5552人（为2020年底数据），
累计实现器官捐献52例、遗体捐献
2例，仅 2021年前 3个月，全市新增
器官捐献 4例，延续了 12名重症患
者的生命。

福山区 3 月 28 日，山东省
烟台市福山区红

十字会组织“生命接力”益善德志愿
服务队和应急救援同心公益志愿服
务队开展以“生命乐章 致敬捐献”
为主题的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宣传
和缅怀活动。志愿者通过步行5公
里“公益行”的形式进行徒步宣传，
向市民分发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材
料，讲解捐献的相关知识和政策，传
播遗体和器官捐献理念，对已实现
捐献的志愿者进行缅怀。

贵港 3月29日，广西壮族自
治 区 贵 港 市 政 府 主

办，贵港市红十字会、贵港市精神文
明办、贵港市卫生健康委承办的市
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落成暨
2021 年缅怀纪念活动在贵港市港
北区莲花山墓园举行。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全市累计捐献遗体、
人体器官捐献 361 例，捐献大器官
980 个、眼角膜 296 枚，让近千名患
者重获新生或重见光明。

辽阳 3月30日，辽宁省辽阳
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人体器官捐献者和革命先烈“清明
双缅怀”纪念活动。6 名红十字志
愿者为捐献者敬献花篮，市红十字
会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授
旗。全体与会人员向捐献者依次献
花，表达敬仰之情。

奏响“生命接力乐章”
各地红十字会开展清明追思缅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