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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安全救援在身边
——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一家一个救生圈”项目综述

■ 记者 贺晔

7 月 14 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
县红十字会向12个乡镇下发250套
救生圈设备，设立永久性救援点，建
立村民防溺水设备共享机制，防止
暑期和汛期多发的溺水事故。这批
救生圈设备由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

“一家一个救生圈”项目支持。
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干流沿线

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给贵州、安
徽、江西等地带来了严重的洪涝灾
害。在江西，赣北和赣中部地区的降
雨总量已超常年的 3倍。为保障受
灾群众安全，“一家一个救生圈”项目
共计发放救生圈设备 3017套，价值
191579.5 元。项目组还采购了2000
本防溺水宝典，100根放置救生圈的
安全杆，共计价值 55000元，用于后
期开展防汛及防溺水工作。

应急救生圈成水边标配

6月6日上午，江西省吉安市遂川
县泉江镇4名中小学生在高源村下官
岭河边玩耍，其中3名学生私自下河
游泳，两人不幸溺水身亡，一人获救。
6月15日下午，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
一对亲姐妹不幸溺亡，姐姐10岁，妹

妹仅7岁……每逢夏日，滨水地区儿
童溺水事件屡屡发生。卫生部门数据
显示，中国每年约有57000人溺水死
亡，其中主要为青少年。

“说好了把整个世界都给孩子，
为什么偏偏舍不得一个救生圈？”这
句让人心痛的话是“一家一个救生
圈”项目的初衷。

2017年，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
与南昌市崛美行动公益发展中心联
合发起“一家一个救生圈”公益项
目。项目主要面向水患易发乡村，
以户为单位免费发放专业救生圈，
并要求每家的救生圈都悬挂在大门
显眼处墙壁上，并在池塘、湖泊、水
库等公共区域放置安全杆，遇洪灾、
溺水等紧急情况发生时，每家每户
均可就近摘取救生圈进行救援；此
外，在人口密集区的湖岸河边放置
救生杆，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就近
摘取，实施救援。

项目提出“让安全占领鄱阳湖”
的目标，计划在 3 年内面向社会众
筹，免费发放 10 万套包含逃生绳、
扣环、宣传册在内的专业救生圈装
备，在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区域
及赣江流域实现村村全覆盖。2017
年6月28日，项目正式启动。

救生圈防护与安全知识教育结合

2017年 7月 13日，宜春市上高
县镜山水库，救人英雄汪志伟及时
摘取附近的应急救生圈，将一名 30
余岁的溺水男子拖回岸边，令其成
功脱险。这是“一家一个救生圈”项
目设置的应急救生圈首次发挥作
用。当时，项目启动刚半个月。

2019年6月，鄱阳县古县渡镇，
一名少年骑电动车坠入河中。河水
太深，围观群众无法下水营救。所
幸，鄱阳县红十字会正好在此发放
救生圈，工作人员当即拿出救生圈，
套上安全绳，将少年救上岸。

一个小小的救生圈挽救的不仅
是一条生命，更是他（她）身后的一
个家庭。

除专业救生设备外，项目还为
有需求的人群准备了宣教材料及防
溺水课程。

“据了解，没有掌握防溺水安全
知识才是溺水事故频发的真正原因。”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项目专
门给中小学生们创作、编排了《防溺水
宝典——江小红教你防溺水》手册，以
拟人手法创作，通过漫画的表达形式，
通过卡通形象——江西省红基会吉

祥物江小红之口详细描绘了赣江边、
不明水洼区等危险区域，同时进行防
溺水知识宣传，对在危险区域嬉戏玩
耍或独自游玩的青少年进行劝阻，引
导其远离危险、珍爱生命。

此外，项目还开展了“泳安计
划”进校园、进乡村防溺水宣教活
动，普及防溺水知识、溺水救援、洪
灾逃生自救基本技能。

2018年，项目在南昌周边县区
发放 300 套专业救生圈设备，分布
在4个乡镇（街道办）的7个沿湖村。
项目走进南昌县墨山街小学时，一
名家长特意赶来参加防溺水课程，
她的大儿子在 2013 年暑假溺亡。
之后，她加强了对小儿子的安全监
管和教育。活动当天，她分享了几
年来的心路历程和与孩子共同关注
安全问题的方法。她表示，这个项
目可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了解水域
安全知识。她会好好保护这个“救
生圈”，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其良好的社会效益，项目荣
获 2017 年度江西省重点示范志愿
服务项目，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大赛金奖，海南世界联合慈善周

“中国好项目”等荣誉。
（下转三版）

普及“救命神器”织就更完善的急救网
——山西省红十字会开展2020年AED民生实事项目纪实

■ 晋红

2020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将“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
自动体外除颤器”列为政府10件民
生实事之一。为提升山西省公共场
所市民自救互救能力，提高猝死患
者抢救成功率，在全省人流密集公
共场所配置50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纳入政府民生实事
AED落地三晋大地

省红十字会党组高度重视此项
工作，通过网站、电台、公众号等媒
体进行了宣传报道。2020 年 3 月
初，省红十字会与省财政厅联合制
定了《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急
救设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项
目的实施方案》，在交通枢纽、社区、
街道、学校、公共场所、公安、司法、
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11个类别分
别投放，并转发各市红十字会、财政
局，引导指导各市积极争取财政资

金，将AED项目纳入当地民生实事
项目中。该项目的开展也得到了各
市政府的重视，大同、忻州等地也计
划在公共场所安装配置AED。

建立联动机制
确保民生项目顺利推进

为确保项目健康有序推进，省红
十字会于4月分别向省文旅厅、省教
育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民政
厅、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商业局等相关单位发出协助
完成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所需相关
信息的函，并与省卫健委联合发文对
做好配置点选取工作提出了要求。
按照区域布局合理性、社区卫生站覆
盖人口数以及设备处置可及时间，保
证患者第一时间可获得施救等要求
确定AED定点相关信息。

在AED配置场所选择上，省红
十字会基于人口密度、AED可及时
间、心源性疾病发生概率、AED 管
理维护等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为便

于投放，配置点更多地统筹到城市
公共场所总体覆盖面及影响力等相
关因素，4 月底 500 台 AED 机的配
置地点已全部选定完毕。目前，招
标采购已顺利结束，安装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中。

线上+线下相结合
切实保障培训工作

按照“边定点、边培训、边配置
三结合”的原则，省红十字会提前启
动AED民生实事项目培训工作，指
导各市完成配置点的培训工作。

受到疫情影响，按照AED民生
实事项目内容需求，首先，省红十字
会开通了“线上”学习模式，在“红十
字救护培训”公众号上发布心肺复
苏及AED相关学习视频，扫描二维
码可进行线上学习；其次，省红十字
会制作了宣传片及科普片，并印制
宣传海报，要求培训现场须悬挂横
幅，显著位置标明“山西省政府2020
民生实事项目——心肺复苏及AED

公益讲座”字样，加大宣传力度；第
三，向各市红十字会下发《心搏骤停
救生技术——CPR 与 AED 应用手
册》及 AED 训练器，制作统一的
AED培训课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AED相关培训。并将
宣传片下发各市红十字会，要求在
AED培训期间对广大受训学员进行
宣传，在维护市民健康和保障城市
安全方面真正发挥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保障 AED 项目顺利
开展，6月 8日，省红十字会为各市
红十字会项目负责人举办项目培训
班，培训班就 2020民生实事项目的
内容、意义及要求进行了相关培训。
同时，6月 8日至 13日，省红会专程
邀请总会专家授课为各市核心师资
举办师资复训班，专门就心肺复苏
及AED规范化、标准化培训进行专
项练习，确保培训质量，让更多的人
认识关注急救，学会使用 AED，以
保证 AED 设备附近市民敢用、会
用，以备不时之需。

训练有素

7 月 23 日上午，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百色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 年广西
（田东）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跨部
门演练”活动在田东县锦江工业
园区举行。

演练模拟田东县某化工有限
公司液氯储运间管道出现裂缝并
发生氯气泄漏的突发事件，事件
造成人员中毒昏迷，现场情况十
分紧急。事故发生后，该公司立
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先期
处置、自救互救等工作。随即，百
色市、田东县人民政府迅速启动
应急响应，成立指挥部，调集各单
位力量展开救援处置。

图为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参
与演练。

（百红）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强调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
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中国
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3日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广大
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
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少先队
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
备队。广大少先队员在少先队这
所大学校里立志向、修品行、练本
领，从小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的情怀，展现出朝气蓬勃的
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少先队
要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
因，培育时代新人，团结、教育、引
领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
接班人，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要
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各级政
府及全社会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
的支持，为新时代少年儿童茁壮成
长提供有利条件。共青团要带领
少先队履职尽责、奋发有为，为红
领巾增添新时代的光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贵州红会召开党组专题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红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本报讯 （贵红）7 月 14 日上
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的全国
红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
议一结束，贵州省红十字会迅速召
开党组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7 月
10日贵州省委常委会关于做好当
前防汛工作安排部署，以及本次视
频会议精神和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在会上的
讲话要求，进一步研究部署贯彻落
实和我会防汛救灾等相关工作。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尹秋莲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防汛形
势的十分严峻性，深刻认识切实把确
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
处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集中力量、集
中资源、集中精力做好持续性强降雨
应对，以最严态度、最实作风、最硬担
当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
按照梁惠玲书记讲话要求和会议精
神，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进一
步细化、深化、实化各项防灾救灾措
施，切实把总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
处。要强化同省应急厅、防汛办等部
门的协调合作，加强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在灾害到来时，能够高效科
学有序的开展救援救助。要做好救
灾物资的筹集、储备、管理和发放，做
到第一时间调拨救灾物资，第一时间
运输救灾物资。要进一步加强应急
值守，赈济救护部、备灾救助服务中
心等部门要强化值班值守和调度，做
好应急救援准备。

上海红会积极支援各地防汛救灾
本报讯 （沪红）日前，上海市

红十字会向江西、江苏、安徽、湖
北、浙江、云南、贵州等七个省红十
字会划拨总计224.02万元款物，用
于支援当地防汛救灾工作。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
发生洪涝地质灾害。6月28日和7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
灾工作作出两次重要指示，要求尽
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7月14日，总会召开全国红
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
对全国红十字系统做好灾害救援
救助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总会部
署，为援助受灾地区救灾救援工
作，上海市红十字会决定从市红十
字会人道救助基金“外省市灾害救
灾救援项目”划拨资金 150 万元，
提供棉被、毛毯、帐篷、家庭应急包
等物资价值 74.02万元，分别对启
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的江西省，启
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的江苏、安
徽、湖北三省，浙江省受灾严重地
区，及上海对口支援地并遭受灾害
的云南和贵州共七个省红十字会
给予支持，援助款物共计224.02万
元。

天津红会紧急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本报讯 （津红）7 月 16 日和

23 日，天津市红十字会连续两次
召开党组会议暨防汛救灾工作专
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精神
及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全国红十字系
统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总会党
组会议精神，并按照中国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梁惠玲在安徽检查指导
红十字防汛救灾工作的讲话精神
和总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汛期救援
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紧急
部署全市红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
作。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吴庆云对全市红十字系统做
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进行了部署，

并提出要求。吴庆云强调，当前长
江、淮河流域汛情形势严峻，天津
也进入了主汛期，积极参与防汛救
灾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各级红十
字全的要求，也是《中国红十字会
法》赋予各级红十字会的根本职
能，全市红十字系统必须充分准
备、主动担当作为。

会议审定了《天津市红十字会
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成立了市红十字会防汛救灾指挥
机构，研究了补充购置救灾家庭
箱、开展救援队水域针对性训练等
事宜，并根据长江、淮河流域的灾
情及部分省红十字会的呼吁，决定
向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四省红十
字会捐赠防汛救灾专款各 10 万
元，保障防汛救灾和灾民安置。

宁夏红十字救援队赴浙开展培训演练指导
本报讯 （宁红）7 月 23 日至

27 日，浙江省红十字赈济救援队
2020年培训暨应急演练在湖州市
德清县举行。由总会派遣，宁夏红
十字会救援队赴浙江省红十字会
开展培训演练任务。

本次培训演练，浙江省红十字
会邀请宁夏红十字会赈济救援师
资团队进行授课和指导实施，内容
包含环球计划与救济标准、工作手
册、建设重点、灾情与需求评估、营
地建设、财务管理、赈济物资发放
与管理、灾区安全管理、国内外救
援经验分享等九项理论学习。

本次演练模拟某地遭受暴雨
和强台风袭击，引发水灾和山体滑
坡，当地大量房屋垮塌，群众流离
失所，救援队实施救援全过程。救

援队员充分发扬团队精神，克服酷
暑闷热等天气影响，展示了过硬的
作风纪律和专业的救援配合能力，
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受到一致好
评。

目前，浙江省红十字会有8大
类救援队105支队伍，其中92家队
伍民政注册，52 家队伍建有党支
部，成员主要由省、市、县红十字会
专职工作人员和部分红十字志愿
者组成。各类救援队成立以来，积
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在红十字会
统一指导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救
灾救援制度体系，多次冲入抗险救
灾第一线。此次，杭州、绍兴、金
华、丽水等市及所辖县红十字会专
职干部、红十字志愿者等8支队伍
72名队员参加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