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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右后旗驰援门头沟
本报讯 （高佳）北京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为回馈北京市门
头沟区多年来对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察右后旗扶贫工作的对
口支持，旗红十字会第一时间为
门头沟政府捐赠 10000 只一次性
医用口罩，用于疫情防控。

成华区培训基地接受“检阅”
本报讯 （成红）6月17日，
四川
省成都市群团改革工作推进会在
成华区召开，
市级群团组织和各区
（市）县代表到区群团服务中心参观
考察，
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作为中心特色点位接受
“检阅”
。

越城区赠送防暑物资
本报讯 （越红）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越城区红十字会来到环
境集团环成公司开展“高温防暑
自救”急救训练培训。2016 年以
来，区红十字会共为一线环卫工
人开展培训活动 15 场次，普及人
数 3000 余人次。

秦皇岛开展公务礼仪培训
本报讯 （秦红）6 月 18 日，河
北省秦皇岛市红十字会邀请市礼
仪协会工作人员为全体干部职工
进行了一场以
“塑美好形象 展礼
仪风采”
为主题的公务礼仪培训。

黄浦区加强AED设备维护
本报讯 （张鹏）近日，上海
市黄浦区红十字会联合 AED（自
动体外除颤器）厂家，对辖区内设
置的 AED 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并
引入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
24 小 时 动 态 管 理 系 统 ，实 现 对
AED 的科学管理和维护，确保设
备性能时刻处于最佳状态。

——各地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积极开展抗洪救灾工作
■ 宗红
根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截至 6
月 15 日，今年洪涝灾害已造成广
东、广西、湖南、江西、贵州、重庆等
24 省（自治区、
直辖市）852.1 万人次
受灾，49.5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18.7 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7300
余间房屋倒塌，13.8 万间不同程度
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622 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206.7 亿元。
遇困、失踪、大雨封路……危
急时刻，全国各地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紧急出动，帮助转运人员物资，
减少灾害损失，成为抗洪救灾中一
股温暖的力量，用实际行动书写了
一段段红十字“救”在身边的动人
故事。

安徽宿州：大雨倾盆，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在行动
6 月 17 日，大雨侵袭宿州，城区
多处道路出现积水。早 6 时 30 分，
宿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15 名队
员在大雨中展开救援行动。
“我们最先到达的是纺织路与
西昌路交叉口，这段路积水比较严
重，旁边就是第九中学，不能影响
孩 子 上 学 。”救 援 队 队 员 汤 红 说 。
到达现场，队员们不顾大雨，下到

济红/摄

6 月 17 日，
失踪 4 天的老人被找到。
积水处，找到窨井盖，逐一打开，做
上标记，然后迅速赶往下个积水地
点。
“师傅，别着急，车子我们帮您
推出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拂晓大
道北段，一辆红色小轿车被困在水
中。几名队员趟进没过大腿的水，
喊着口号把车推到没有积水的地
方。其余队员分工行动，有的队员
找到窨井盖疏通积水，有的队员疏

导交通。
从早 6 时 30 分至中午 11 时 30
分，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一直奔忙
在宿州纺织路、人民路南段、淮河
路、拂晓大道等路段，
共疏通道路积
水 9 处。
“ 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都没
吃饭，也没时间喝口水。根据天气
情况，
如果下午和晚间还有雨，
我们
会继续开展救援行动。”市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队长张东风说。

鄂尔多斯举办《民法典》专题培训
本报讯 （鄂红）6月17日，
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组
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
题讲座。市红十字会、
市地震局、
市
社科联、
市文联、
市科协、
市残联 6
个部门和核心区红十字会全体领
导干部共60余人参加培训。

急救

6 月 18 日，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联合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
第二批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投放，预计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实现南京地
铁站点 AED 全覆盖。图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现场为地铁工作人
员进行急救培训。
南红/摄

本报讯 （西红）6 月 16 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为西安天心
幼儿园 50 余名教师及工作人员
普及了现场应急救护技能。

本报讯 （宋燕）6月17日，
云南
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
治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委宣传部、
县
妇女联合会、
县文化和旅游局等部
门到红河街道桥头社区打炭小组
开展乡村振兴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忠县急救培训进民兵集训基地
本报讯 （忠红）6 月 18 日，重
庆市忠县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师资，来到县民兵集
训基地，连续开展 3 场次红十字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200 余名民
兵分批参加培训。

晋中建设红十字公益角
本报讯 （张荣）近日，
山西省
晋中市红十字会在榆次城区 12 个
建行营业网点建设红十字公益
角，每个公益角设置红十字募捐
箱、张贴捐款
“二维码”、制作红十
字版面、摆放红十字“三献三救”
宣传资料、滚动播放红十字工作
内容、
配置红十字急救包等物资。

信阳防溺水演练进社区
本报讯 （张孔华）6 月 18 日，
河南省信阳市红十字会组织 5 名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为浉河
区三五八社区居民开展了一场防
溺水及急救演练。

越城区赠送防暑物资
本报讯 （越红）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越城区红十字会来到环
境集团环成公司开展“高温防暑
自救”急救训练培训。2016 年以
来，区红十字会共为一线环卫工
人开展培训 15 场次，培训普及人
数达 3000 余人次。

山东青岛：五旬老人被困山中，
红十字搜救队出队救援
6 月 17 日 17 时左右，青岛红十
字搜救队接到消息，崂山流清河景
区馒头石附近有人迷路被困，需要
紧急救援。
据了解，被困人是上午走野路
上山，下午 4 时许因山上大雾，辨不
清方向导致被困山中。两位求助者
（一男一女）皆年过五旬，未携带照
明、雨具等户外装备，
无野外登山经
验。
山里小雨雾浓，
阴冷湿滑，
为避
免意外发生，青岛红十字搜救队指
挥部叮嘱求助者原地等候，同时迅
速安排应急工作站队员出队救援，
其他队员待命增援。
下午 19 时左右，搜救队找到求
助者。求助者衣服湿透、体力耗尽，
情绪比较慌乱，但没有受伤。稍事
休整后，
搜救队员带领求助者下撤。
20 时左右到达救援车位置。随后，
两名求助者驾车自行离开返回市
区，
救援任务结束。
危急时刻，
只要群众有需要，
红
十字
“救”在身边。

着直播镜头，重点讲解了海姆立克
急救法、心肺复苏术，
以及一些突发
情况的处置方法。很多师生受到吸
引，
上前操作体验。
体验者金可同学表示：
“这种教
学挺有创意的，
通俗易懂，
效果非常
好。”他是一名初学者，通过现场实
操，当天晚上就学会了心肺复苏技
巧。
直播中，志愿者们还向广大网
友解答了为什么学急救、如何学急
救以及如何急救等问题。

庄浪县红会开展“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文汇中学为学生颁奖

元江县志愿服务进农村

“找到了！找到了！老人在这
儿呢……”6 月 17 日，天空下着中
雨，济源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队员
们在玉泉街道办事处北水屯村北菜
地水渠里，找到了失踪 4 天的杨惠
珍（化名）老人，并联系 120 紧急抢
救。
据了解，河南济源产城融合示
范区玉泉街道办事处北水屯一名
75 岁的老人于 6 月 13 日晚走失，家
属在多方寻找无果后，向济源红十
字救援队发出了求助信息。
接到求助信息后，救援队迅速
动员队员参与搜救行动，34 名队员
报名参与。听完家属对老人情况的
介绍，救援队迅速制订出两个搜寻
方案，34 名队员分 5 组展开地毯式
搜寻。
根据类似事件的搜寻经验，
结合家属提供的资料和目击者提
供 的 信 息 ，救 援 队 判 断 出 老 人 的
大 致 活 动 范 围 ，把 主 要 精 力 集 中
在老院、坟地、大棚、窑井、渠沟等
地。
经过搜救队员们不懈努力，
失踪老人在一渠沟内被发现。队
员们迅速向沟渠处会合，用雨具、

本报讯 （贺媚 廖镇宇）近
日，
江西省南昌市志敏大道上，
一
个地摊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这
是江西农业大学红十字会的大学
生志愿者们
“售卖”急救知识的摊
位。
“手臂要直，手肘不能弯！”
“按压的速度要快一点，中途不
能停。”
“ 人工呼吸要捏住患者的
鼻子。”
讲解声不时响起。摊位上，
身穿红马甲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对

本报讯 （严小梅）6 月 18 日，
江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组织志愿
者在挂点社区人民巷开展“垃圾
分类我先行 争做文明好市民”主
题活动。

西安急救培训进幼儿园

衣服给老人挡雨、暖身，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老人随后被及时送
医。

大学生路边直播教急救

赣州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东红）近日，北京
市东城区文汇中学为市人道教育
项目绘画征文活动获奖同学举行
颁奖仪式。征文活动以“走进博
爱乐园”为主题，
获得了北京市红
十字十佳优秀青少年活动奖。

河南济源：老人失踪，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冒雨搜寻

一位心急如焚的妈妈，一个火急火燎的电话，一个微信里的急迫呼吁

一人带动百人学急救
■ 吴红
“这里是吴兴区红十字会，
有什
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想马上学急救知识，
想尽快
拿红十字救护员证。”
“可以，发证培训我们都是满
30 人开班，您电话留一下，开班了
我们通知您。”
“那我自己召集朋友，满 30 人
能帮我开班吗？”
“当然可以。”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红
十字会接到一个电话，来自一位心
急如焚的妈妈。

妈妈学急救背后的故事
放下电话后，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所在的湖州阳光心理群里跳出
一条消息：
“请问有人想一起学习急
救知识吗？”没想到，这位妈妈和工
作人员竟然在同一个群里。她在群
里分享了迫切想学急救的原因。
原来，她的小儿子一岁半时被
虾仁卡住喉咙，嘴唇发紫，晕了过

去，
情急之下，
她用在网上自学的海
姆立克手法帮儿子将异物排出，救
回小儿子一条命。
然而，
前不久，
小儿子又被糖卡
住了喉咙，她的急救手法有点使不
上劲，听着儿子喉咙里发出呼哧呼
哧的声音，
她更加慌了神，
马上冲到
楼上邻居家里求救。
幸好邻居是一名护士，一阵急
救后，儿子终于发出了声音。这位
妈妈当即就想跟邻居学急救，邻居
向她推荐了区红十字会的急救培
训，
于是就有了那个焦急的来电。

一人带动百人学急救
这件事触动了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这位妈妈如此迫切地想学急
救，为何不帮助她尽快实现愿望？
于是，工作人员立刻发了微信朋友
圈，发动身边想学急救的人一起参
加。
看到消息后，吴兴区的救护培
训讲师、志愿者、基层干部、会员们
一起接力，短短 4 小时内，130 多人
表示愿意参加为期两天的发证培

训。报名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
学校教师、全职妈妈，有社区工作
者、机关干部，
还有医生和护士。

红十字“救”在身边
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根据参加
人员的时间要求，将 130 多名学员
分成 3 个培训班，两个周末班，一个
非周末班，又迅速落实了培训师资
和场地。6 月 13 日至 14 日，首期自
主报名培训班如期举办，其余两期
也即将开班。群里人数还在不断增
加，培训班也会按照学员意愿陆续
开启。
此次发证培训改变了以往由红
十字会提前组织发动的模式，首次
由学员主动发起，多人齐发力招募
学员，该模式实打实，心贴心，赢得
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多年来，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已纳入区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2011 年至 2019 年，累计普及率
16.83%，2019 年新增救护员培训率
0.32%，2020 年 力 争 新 增 普 及 率
3.5% 以上，
发证率 0.35% 以上。

连云港与台州市红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毕增亮 曲波）根据
《长三角红十字系统区域合作框架
协议》，6 月 17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
红十字会与浙江省台州市红十字会
签订红十字系统区城合作框架协
议。

协议从合作基础、合作目标、
合作内容以及合作机制等方面对
《长三角红十字系统区城合作框架
协议》进行了细化，
结合两地实际情
况，
对合作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按照协议规定，双方将在“三

救三献”、红十字青少年、红十字文
化传播等方面加强协作交流，整合
有效资源，开展区域联动，做大做
优，进一步发挥红十字品牌效应。
协议的签订，将促进两地红十字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胡平）近日，针对
北京市疫情防控级别从三级响应
升级至二级响应的情况，甘肃省
平凉市庄浪县红十字会按照县联
防联控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严
格执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疫情防控工作方针。
县红十字会迅速组织工作人
员进户调查，
及时、全面摸排北京

来庄返庄人员，并及时向所在社区
报备人员信息，
同时做好信息登记、
体温检测、旅居史询问、健康教育等
工作。
县红十字会还组织志愿者教育
引导小区居民注意个人卫生防护，
科学佩戴口罩，保持 1 米安全社交
距离，做好个人和家庭成员健康监
测。

靖江市红会与市应急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
省靖江市红十字会、市应急管理
局共同签署防灾减灾救灾联动工
作机制合作协议，
开启了
“优势互
补 共 谋 发 展 ”的 协 同 联 动 新 篇
章。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汝荣、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
师陶军国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后，
市红十字会、市应急
管理局将立足各自职能，
以
“数据

共享、密切配合、注重实效、稳步推
进”为原则，从信息共享通报、统一
指挥调度、资源协同保障、社会力量
引导发展、应急演练和培训合作五
个方面探索建立工作机制，积极开
展全面、深入、长期的深度合作，不
断健全应急管理部门和红十字系统
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提高全市应急
救援效率、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

垫江县红会：55万元物资运抵灾区
本报讯 （邓廷伟）6 月 16 日，
重庆市垫江县红十字会将总价值
55.44 万余元的 1800 个赈济家庭
包，分配给受灾严重的开州、万
州、奉节等区县，预计该市 7000
余受灾群众将得到救助。
6 月 11 日以来，重庆中东部
地区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大雨
到大暴雨，开州、万州、奉节等多
个区县发生洪涝灾害，部分群众
受灾严重。
市红十字会迅速将灾情与

需求上报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
会及时下拨救灾物资调配计划支
援重庆救灾工作。市红十字会收
到总会的物资分配通知后，向垫江
县红十字会下达物资调配任务，将
储存在县备灾仓库中的 1800 个赈
济家庭包分配给受灾群众。
调运物资过程中，县红十字会
及时组织人员、车辆，
一天之内将物
资全部运抵受灾区县，圆满完成物
资调运任务。

蒲城县红会与包联贫困村共话脱贫
本报讯 （王蓉荣）6 月 18 日，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在
蒲城县党睦镇冉家村举行“粽香
情暖话脱贫 干群携手奔小康”
端午佳节恳谈会，县红十字会全
体干部、冉家村党支部书记、第一
书记、全体村干部、驻村工作队、
冉家村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队

员、村民代表和 31 户贫困户共计 60
余人参加座谈交流。
县红十字会包联冉家村以来，
在工作中积极落实政策，
扶智扶志，
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通过
帮扶，2017 年，冉家村脱贫退出贫
困村，2019 年实现全村 31 户 99 人
全部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