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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兰溪向公共场所投放AED

本报讯（冯冶凌）9月12日，
浙江省兰溪市红十字会联合心舞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金华帅达工
具厂、兴兰公益，在市体育馆举行

“给生命多一份希望”AED 落地
仪式，向市体育馆和汽车北站捐
赠两台AED。活动现场，市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展示了急救技能。

赣县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张岚）9 月 9 日，江
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红十字会召开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
了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决议，选
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及其领导班子。群团组织代表以
及会员代表共150余人参会。

太仓成立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本报讯（金玲）9月10日，江
苏省太仓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成
立仪式在太仓港上港正和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举行，太仓市第一
支红十字专业救援队伍成立。太
仓市红十字救援队由来自邮政集
团太仓分公司、太仓港长海船务
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 29 名志愿
者组成。

垫江县发放博爱助学金

本报讯 （何巧巧）9 月 9 日，
重庆市垫江县红十字会 2020 年

“博爱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县会议
中心举行，64 名学生接受资助，
共计发放助学金26.4万元。

东台为驾驶员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东红）近日，江苏
省东台市红十字会在应急救护培
训基地为市民生公交公司 50 名
驾驶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并在公交车上进行实景演练，模
拟现场乘客发生心脏骤停后进行
急救的场景，演示了应对紧急情
况的处理方法。

金堂县急救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金红）9月11日，四
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红十字会组织
应急救护培训师、红十字志愿者
到淮口街道明月社区开展应急救
护知识宣讲活动。

浦江县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浦红）9月12日，浙
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司法局、县教育局在浦江实验
小学开展以“良法呵护良知 全民
急救普及 惠及更多生命”为主题
的《金华市无偿施救规定》普法宣
传活动。

吴江区建立应急救援联动

本报讯（乔煜青）9月11日，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与
区应急管理局共同签署应急救援
联动工作机制合作协议。区应急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春荣，区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凌云出席签
约仪式。

梁平区发放爱心助学金

本报讯（李羡权）9月14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联合区血
浆捐献中心举行“金秋助学”发放
仪式，为 11 名品学兼优、家庭困
难的大学新生发放爱心助学金，
共计 1.6万元。区教委、团区委、
区科协负责人出席发放仪式。

贵港开展心理辅导技巧培训

本报讯（贵红）9月12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红十字心理
救援队杨东峰赴覃塘区开展青少
年心理辅导技巧培训。覃塘区
50 名应急救护师及相关负责人
参加了培训。

镇江开展水域救援合练

本报讯（镇红）9月13日，江
苏省镇江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
水域救援小组与市消防支队水域
救援精兵联合展开RIB救援科目
合练。

湖州向多所学校投放AED

本报讯（湖红）9月11日，浙
江省湖州市红十字会与市教育局
在湖州交通技师学院举行 AED
进校园投放仪式，市红十字会现
场向市教育局赠送 18 台 AED。
至此，湖州中学等 18所市属学校
已全部完成AED投放。

晋中举办博爱助学活动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
省晋中市红十字会举办 2020 年
度“助梦起航”博爱助学公益活
动。经多方参与救助评审，最终
确定救助 62 名学生，每人 3000
元。市红十字会救助家庭贫困准
大学生活动已开展 10余年，已有
近千名学生获资助。

公益是奋斗一生的事业
——记云南省大理州红十字志愿者尹晓玲

■ 杨琴珍

2008年，尹晓玲加入云南省大
理州红十字会成为一名注册志愿
者。从 1996 年第一次参与无偿献
血至今，尹晓玲与公益事业结缘已
有20余年，她认为，“参加公益服务
让人生变得充实、幸福”。今年，尹
晓玲入选“四个 100”先进典型，被
评为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这项荣
誉是对尹晓玲参与公益事业的极大
肯定。

困境磨练意志

尹晓玲是一名单亲妈妈，为了
走出生活困境，给幼小的儿子树立
自强自立的形象，她经常到洱海游
泳，锻炼意志和耐力，并因此萌发了
保护生态、爱护家园的意识。

2001年至2006年，她先后直游
了云南高原五大湖泊“洱海、抚仙

湖、沉海、阳宗海、泸沽湖”，曾因 19
个小时 20分逆向直游“洱海”38公
里、17 小时零 8 分直游“抚仙湖”
36.5公里，被各级媒体宣传报道，引
起广大民众关注，成为大理的“名
人”，间接为她在公益服务领域扩大
了影响力。

开启生命接力

1996年12月，尹晓玲开始参与
无偿献血，是大理州第 3 名无偿献
血者。2004年，她成为了大理州第
一个血小板机采志愿者。20 余年
来，她无偿献血 70 余次、献血量达
10000 余毫升，成为大理州第一位
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她带头并组织身边的
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援助武汉抗
疫。

尹晓玲还是大理州第 1 例、云
南省第15例、全国第1019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2005年，她到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分库采
集血样入库。2007年，她与一位患
白血病的大学生配型成功，成功挽
救了患病大学生的生命。

2009年，尹晓玲担任大理州红
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积极发动身边的朋友加入
志愿服务队。每次大理州红十字会
开展宣传和血样采集活动，她都带
领志愿者全程参与宣传动员，通过
分享自身经历感受，呼吁大家参与
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社会爱心事业
中来。此外，她还深入高校进行造
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讲座，加强与学
生互动，成为了学生喜爱的“尹阿
姨”。2015 年，尹晓玲获中华骨髓
库“五星级志愿者”荣誉称号。

爱心助学助残

1996年至2003年，尹晓玲连续

8 年赴下关聋哑学校助残扶贫，每
年向学校捐助书籍和学生生活用
品。2003 年 5 月全国助残日，尹晓
玲自掏腰包购买了一台电脑，为聋
哑儿童提供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
增长电脑知识的机会。

2004年至今，尹晓玲多次参加
由云南省共青团、云南省残疾人联
合会、大理州共青团等多家单位组
织的系列爱心活动，资助了鹤庆县
一位贫困山区孩子顺利完成初中三
年学业，帮助山区孩子创建“博爱图
书角”。此外，她积极动员社会力
量，汇集多方资源，举办系列爱心活
动，惠及大理州 9个县市 20余个山
区小学、3个敬老院、2所中学、上百
个残患及贫困家庭，受益人数达
1000余人。

2014年，尹晓玲在大理州民政
局正式注册“大理白族自治州尹晓
玲萌芽爱心中心”民办公益组织，参

与红十字会网络众筹项目，先后两
次被评为“民办公益组织”先进单
位。2015年，她和志愿者共同发起

“捐衣送暖微公益”活动，先后组织
志愿者走进大理州 10 余个县乡贫
困村落扶贫、送爱心，20000余人受
益。

20余年爱心服务，无数个感动
瞬间，描绘出尹晓玲的公益轨迹。
她曾获得中国红十字会优秀志愿
者、共青团云南省委“希望工程”奉
献奖、全国妇女联合会“三八红旗
手”、大理州道德模范、学雷锋标兵、
大理市委、大理市人民政府“文明市
民标兵”等30余项荣誉称号。

“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在未来
的人生路上，我将继续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热爱
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奉献社
会的道路上前行。”尹晓玲说。

做好“疫情下的急救”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举办“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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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红

浙江 9月12日，浙江省绍兴
市红十字会举办“世

界急救日”宣传活动。活动围绕“生
命之约·大爱传递”和“疫情下的急
救”两大主题展开。活动借助“急救
侠摆摊”形式向市民普及心肺复苏
术和AED使用方法，并对现场市民
进行一对一指导。

9 月 12 日，浙江省余姚市红十
字会与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开
展“世界急救日”活动，组织60余名
市民参加救护员培训。

9 月 11 日，浙江省丽水市庆元
县红十字会举办纪念第21个“世界
急救日”暨“疫情下的急救”主题宣
传活动，同时举行庆元县生命教育
体验馆揭牌、县赈济救援队授旗仪
式，副县长李鹏参加活动。

9 月 12 日，浙江省东阳市红十
字会开展“世界急救日”活动，组织
讲师走进社区、学校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向学生、市民讲解心肺复苏、
创伤救护等应急救护技能。

江苏 9月12日，江苏省高邮
市红十字会开展主题

宣传活动暨 AED 投放仪式。活动
现场，志愿者向市民普及正确使用
AED 和实施心肺复苏术的方法。
自 2018年起，高邮市红十字会已陆
续在公共场所投放 AED 共计 10
台，为市民提供急救安全保障。

9 月 11 日，江苏省溧阳市红十
字会联合市交通运输局举行纪念第
21个“世界急救日”主题活动，市红
十字会向“溧阳 1号公路”沿线 5个
驿站和5个村庄赠送了急救箱。当
天，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正式成立，
并举行了授旗仪式。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红
十字会围绕“疫情下的急救”主题，
组织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深入学
校、社区、机关开展宣传活动，通过
现场急救演练、发放宣传手册，向市
民宣传急救及疫情防控知识。

上海 9月13日，上海市金山
区红十字会、浙江省

平湖市红十字会联合主办，朱泾镇
红十字会承办的红十字“救”在身边
——“金山——平湖”毗邻红十字会
2020 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在花开海上生态园举行，来自金山、
平湖的12支参赛队共60人参赛。

四川 9月12日，四川省成都
市成华区红十字会策

划举办“点亮身份·温暖传递”急救
沙龙暨志愿者联谊活动。救护培训
师讲解了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
等急救技能，50 余名救护员、志愿
者参加活动。

9月 12日至 13日，四川省达州
市红十字会邀请应急救护培训师，
在应急培训基地组织开展为期两天
共计16学时的主题宣传培训。

9 月 11 日，四川省宜宾市叙州
区红十字会围绕“疫情下的急救”主
题，在新街社区开展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近 30 名社区人员参加培
训，现场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

安徽 9月10日，安徽省合肥
市长丰县红十字会在

水湖公园体育场举办“世界急救日”

主题活动，宣传心肺复苏、创伤包扎
等知识，发放各类急救常识宣传手
册，并现场为群众演示AED使用方
法。

9 月 12 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
红十字会组织近50名红十字志愿者
深入企业、社区，围绕“疫情下的急
救”主题开展应急救护和疫情防控
培训，共发放知识手册和宣传彩页
1799套。此外，县红十字会还向市
民群发应急救护常识短信1万余条。

江西 9月11日，江西省南昌
市新建区红十字会走

进区红十字会社区健康促进项目基
地，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培训师讲解了七步
洗手法、气道异物梗阻等急救知识，
并向参加培训的居民发放红十字会
急救知识手册。

9月11日，江西省赣州市宜丰县
红十字会与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县物
资总公司联合开展“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活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9 月 11 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
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在万载古城
开展应急救护与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普及活动，县人民医院护士带领居
民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专业讲师
向群众示范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
现场群众积极参与模拟体验。

内蒙古 9 月 15 日，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红十字会联合东胜区红十字会开
展“世界急救日”主题活动。东胜区
景宁实验小学 1200余名师生、巴音
孟克集团40余名职工参加活动。

9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杭锦后旗红十字会开展世界急
救日宣传活动，同步启动了红十字会
示范学校揭牌仪式。旗红十字会、教
育局、疾控中心、北马路小学负责人
参加此次活动。活动现场向7名贫
困学生发放助学救助金2100元。

9 月 11 日，内蒙古自治区阿荣
旗红十字会深入鑫海社区开展“疫
情下的急救”主题宣讲活动，为 50

余名社区干部群众进行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

吉林 9月11日，吉林省长春
市红十字会先后走进

长影世纪城、长春世界雕塑园开展
“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两个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的医护人员和红
十字志愿者们分别进行了应急救护
突发事件演练。活动现场，吉林省
红十字会和长春市红十字会共同向
两家救护站捐赠了 AED 训练机等
器材。活动结束后，红十字志愿者
向景区游客们发放了宣传资料。

9 月 12 日，吉林省白城市通榆
县红十字会以“疫情下的急救”为主
题，在向海村博爱家园开展应急逃
生演练、急救培训、救护普及、疫情
防控培训等活动，发放宣传单、急救
包和价值 8000余元药品，受益人数
达200余人。

辽宁 9月12日，由辽宁省大
连市金普新区红十字

会主办的第 21 个“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活动在新区市民健身中心举
办。活动内容包括应急救护知识宣
传、培训和实际操作演示，共有 230
余人参加。

陕西 9月12日，陕西省安康
市平利县红十字会在

女娲文化广场开展纪念第21个“世
界急救日”暨“疫情下的急救”主题
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医用卫生口罩
2500余个、广普性药品穿心莲胶囊
2 箱、保儿宁颗粒 2 箱，总价值近 3
万元。

山西 9月12日，山西省长治
市红十字会在漳泽湖

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活动。市政府副市长、市红
十字会会长景普秋，市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专职副会长丁向东，市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事务中心主任原俊敏
出席。

近日，山西省朔州市红十字会
在广场、学校、社区等开展了为期一
周“疫情下的急救”知识普及宣传活

动，发放宣传资料 3500 余份，普及
人数1600余人。

9 月 12 日，山西省晋中市灵石
县红十字会、红十字蓝天救援队走
进西城社区开展消防火灾应急演
练，集中宣传急救知识和技能，提升
群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山东 9月11日，山东省淄博
市高青县红十字会围

绕“疫情下的急救”主题举办应急救
护员培训班，此次培训与高青融媒体
合作，首次采取同步直播的方式进行
线上培训，33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9 月 12 日，山东省东营市红十
字会、东营区红十字会等单位共同
举行纪念第 21 个“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活动，现场组织了消防火灾
应急演练。

湖南 9月11日，湖南省衡阳
市衡东县红十字会在

嘉兴社区开展“疫情下的急救”主题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了应急救
护、“三献”、红十字运动等知识展
板，县红十字救护师讲解了心肺复
苏和常见急症处理方法，发放宣传
资料2000余份。

湖北 9月12日，湖北省武汉
市青山区红十字会联

合阳光社区在劳动公园开展“世界
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讲解讲解心肺复苏、气道
异物梗阻等急救技能，并向群众发
放宣传资料、宣传品。

广东 9月12日，广东省深圳
市红十字会在南山区

文体中心广场举办第21个“世界急
救日”主题宣传演练活动。活动设
置了南山区文体中心广场主会场与
52 个分会场，遍布深圳 10 个行政
区，现场共有 6000人同时学习急救
知识。活动还邀请到深圳民生新闻
栏目《第一现场》全程跟进直播。观
众可以在《第一现场》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抖音等平台同步观看活
动。

9 月 10 日下午，广东省珠海市

红十字会联合斗门区红十字会在斗
门区大信新都汇以“疫情下的急救”
为主题，共同举办“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
展区，分别安排“三救三献”工作宣
传，防疫健康知识咨询和应急救护
知识与技能互动体验等内容，通过
设置主题宣传活动打卡点、摆放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播放宣传视
频、游戏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市民宣
传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广西 9月11日至9月1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

市红十字会连续开展了三场以“疫
情下的急救”为主题的“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累计为312名市
民群众开展普及培训。

9月 11日至 12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良庆区红十字会开展

“世界急救日”活动，连续举办 2 场
应急救护公益讲座，那黄小学、阳光
新城学校、良庆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等10余所学校的老师、学生和家长
共500余人聆听讲座。

河北 9月12日，河北省沧州
市献县红十字会组织

志愿者、基层组织及会员单位通过
摆地摊形式开展健康咨询和应急救
护、疫情防控、造血干细胞和遗体器
官捐献知识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宣
传资料7000余份，2500余人参加活
动。

9月12日，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
红十字会举办“世界急救日”活动，为
乐亭花儿少年艺术培训学校的学生
讲解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知识。

河南 9月11日，河南省洛阳
市红十字会和洛龙区

红十字会在区香山小学联合开展急
救知识普及活动，应急救护培训讲
师现场演示了心肺复苏术、气道阻
塞急救方法。

甘肃 9月11日，甘肃省庆阳
市红十字会、西峰区红

十字会开展“疫情下的急救”主题宣
传活动。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
页、红十字“三献”宣传抽纸、急救知
识读本等资料 2100余份，受益群众
430余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171人。

9 月 12 日，甘肃省平凉市红十
字会开展“世界急救日”系列宣传培
训活动，先后联合市政府机关、平凉
市中心血站、崆峒区红十字会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

重庆 9月11日，重庆市忠县
红十字会围绕“疫情

下的急救”主题举办红十字应急救
护知识培训。培训采取理论知识与
救护技能操作相结合的方式，54名
酒店管理服务人员参加培训，共发
放宣传资料100余份。

福建 9月10日，福建省漳州
市云霄县红十字会走

进县壹叁职业培训学校开展“世界
急救日”宣传活动，为30余名老师、
学员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新疆 9月12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尉犁县群团组织开展“世界
急救日”宣传活动，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向群众讲解应急教护知识和技
能，以及地震、洪灾等灾害发生时的
应急处理方法。

浙江省东阳市红十字会急救培训师向学生讲解心肺复苏术和AED的使用方法。 （东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