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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贺晔

9 月 10 日上午，第五届全国红
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开幕。复赛中，35支代
表队在两年一次的大赛上展开激烈
角逐。参赛队员中，不仅有多次参
赛的老选手，也有很多首次参赛的

“新面孔”。

再添新队伍，“铁路队”首次参赛

“这是历届参赛队伍最多的一
届大赛，是全国应急救护工作者大
团圆的一次盛会。”35 支队伍参加
比赛，创下大赛新纪录。铁路系统
红十字会代表队就是首次参赛的新
队伍。

“从选拔到初赛的三个月中，点
滴之事我都深刻入心，我们争过、吵
过、骂过、哭过，但我们更有欢笑和
幸福，有彼此信任和包容。”说起组
队参加培训和比赛的过程，队长唐
洲感慨万千。

今年 7 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劳动和卫生部举办了铁路
系统应急救护大赛选拔赛，18个铁
路局集团公司代表队选派了 90 名
队员参赛，结果上海局代表队拔得
头筹，5 名队员均来自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公司。

“队员们表现都非常出色。尽
管对于大赛流程比较陌生，但经过
应急救护技术强化训练，在国家级
舞台上完美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铁路
员工的风貌。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
一个团队，更是 200 万铁路职工。”
唐洲对自己和队员的表现都很满
意。第一次参赛，这支队伍获得团
体第12名。

对于成绩，“铁路队”领队顾建
峰认为还可以更好：“我期待进入前
十名。队员们有点紧张，其实他们
有这样的实力。”

顾建峰的本职工作是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公司劳卫部副主任，他
说：“这次组队、培训、参赛都没遇到
太多困难，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铁
路系统红十字会成立以来，一直在
全系统推广救护培训，力争实现

‘救’在旅客身边。”
顾建峰介绍，据最新统计，目前

全国铁路系统一年要发送近 36 亿
人次旅客。大量旅客在进站、上车、
下车、出站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各种
意外，旅客受伤或突发疾病的案例
不胜枚举。

如何保障旅客平安出行，一直
是铁路部门非常重视的问题。“如果
我们的乘务员、列车员能在医务人
员赶到现场前为这些旅客提供救

护，将最大程度保障旅客生命安全。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是有效的解
决方法。”顾建峰说。

信守承诺，“西藏队”再次参赛

“太紧张了，在舞台上我全身都
在抖。”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代表队
完成比赛后，队长仁增旺姆举着还
在发抖的手给队员们看。“我也是。
我也是……”队员们都表示还没有
从参赛的紧张和激动中缓过来。

虽然“西藏队”第二次参加全国
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但 5 名队员
已换了一批，这支队伍依然是赛场
上的“新面孔”。

今年8月，5名西藏大学医学院
的大三学生被选拔出来，从“零基
础”开始接受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登台比赛时，他们接受全天候集训
的时间仅有17天。

这段时间，队员们从早到晚训
练技能，没有一个人叫苦。“最困难
的还是语言。”仁增旺姆回忆，“大家
汉语都说得不太好，赛场上描述环
境和安慰‘伤员’时经常‘卡壳’，突
然一句话卡住，下面的话怎么都想
不起来了。”为解决这个问题，5 名
队员把“比赛用语”全部抄了下来，

“吃饭、洗漱时都在背，睡前也要再
背一遍才能安心入睡”。

“我很满意了，大家都很认真。”
说起队员的表现，“西藏队”领队、西
藏大学医学院急救医学教研室副教
授达瓦表示，“队员们短时间内就掌
握了救护技能，与其它代表队同场
竞技没有明显差距，这就是进步。
此外，我们遵守承诺，再次出现在这
个赛场，就是最大的胜利。”

2017 年第四届全国红十字应
急救护大赛在安徽合肥举办，“西藏
队”第一次参加比赛，达瓦担任领
队。“上次参赛，我们学到了很多东
西，也看到了不足，积累了参赛经
验。”他曾充满信心地表示：“下届大
赛我们还来！”

但是，达瓦没有预料到要面临
这么多困难：“准备的时间太短了。
原本预备从4月开始选拔和培训队
员。”因为经费短缺，他的培训计划
被一推再推。经过与西藏自治区红
十字会以及西藏大学反复沟通和协
调，达瓦终于用“为学生提供锻炼机
会”的理由说服学校，提供队员往返
交通费用。培训、场地和参赛的服
装等杂费由自治区红十字会联系的
爱心企业赞助。直到 8 月，选拔和
培训计划才正式启动。

2019 年 9 月，“西藏队”终于再
次出现在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
赛场。

赛场再现“新面孔”
——第五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侧记

陕西 9月12日，西安市红十
字会在子悦优家西安

尚品幼儿园开展亲子急救课堂活
动。市红十字会、红十字志愿者，子
悦优家西安尚品幼儿园教师、小朋
友及家长共7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进行了心肺
复苏操作演示，随后分组教授幼儿
园家长、老师和小朋友心肺复苏技
能，家长带着孩子进行操作，开展亲
子互动。

西安市红十字会、莲湖区红十
字会在大唐西市组织开展宣传培训
活动，传播应急救护知识与理念，提
高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西安市“蓝精灵”应急救援与安
全志愿服务总队首场培训走进未央
区谭家社区，为社区群众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

9 月 11 日，西安市莲湖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和莲湖区西大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第一家医工作室第四
家医团队来到位于西门里的心羽爱
心家园，在此建立红十字志愿服务
基地，为孩子和家长开展急救知识
培训。

近日，西安市莲湖区科协、莲湖
区红十字会联合开展“科普急救进
社区，健康平安送到家”活动，首场
活动走进北关街道龙首西北社区大
学，这也是莲湖区红十字会今年以
来开展的第 81 场现场救护培训活
动。

莲湖区科协目前共开办社区科
普大学 18所，每年 4月、9月开学排
课，从今年9月起，将红十字现场急
救培训纳入选课范围，由红十字会
提供救护培训师资信息，由社区居
民自行选课选老师，是一个开放性
课堂。

9 月 11 日，西安市鄠邑区红十
字会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为群众普及心肺复苏操作技能。

江苏 9 月 9 日晚，由江苏省
红十字会主办、宜兴

市红十字会等单位承办的以“急
救，关注易受损群体”为主题的纪
念第 20 个世界急救日特别活动在
宜兴保利大剧院举行。江苏省、无
锡市、宜兴市红十字会工作者、志愿
者和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的社会各
界人士200余人参加活动。

9月11日，苏州市红十字会、常
熟市红十字会在虞山公园镇海台联
合举行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为新建成的虞山街道（度假区）应急
救护培训基地和甬江社区博爱家园
揭牌，苏州市红十字会为常熟 5 名
获评三星级的应急救护培训师颁发
证书，常熟市红十字会向常熟市民
政局赠送 100 套救护箱，向常熟市
城管局赠送100套急救包。

9 月 12 日，连云港市红十字会
联合海州区红十字会在海州区市民
广场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市急救中心、南京医科大学康
达学院、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等单位组织人员参加活动，

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和方舟救援队
志愿者参加活动。

9 月 11 日，南京市红十字会在
市科技馆举行全市急救广场舞大
赛，栖霞区红十字会选派的参赛队
荣获二等奖。

9 月 10 日，泰州市海陵区红十
字会牵头，邀请东街社区志愿服务
队的队员开展“世界急救日，急救进
社区”讲座。

9 月 14 日，东台市红十字会组
织近 50 名志愿者参加了在街心公
园法治广场、步行街好人广场的宣
传活动及在公园社区举行的急救技
能培训活动。

9 月 12 日，昆山市红十字会联
合昆山市南星渎办事处、高新区红
十字会、第二人民医院、江浦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高新区南星渎社区举
办广场宣传活动。

9月 10日至 11日，溧阳市红十
字会走进南京航空大学天目湖校区
和国防园，为在训学生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专题讲座。11日，溧阳市红
十字会联合美景天城社区开展世界
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9月6日，南通市海安市红十字
会在高新区三塘社区开展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自救
互救知识和技能。

9月9日，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
会举办世界急救日广场宣传和技能
演练，约200名群众参加。

9 月 16 日，南京市鼓楼区宁海
路街道康藏路社区开展急救知识讲
座，约40名居民参加。

9 月 12 日，连云港市灌云县红
十字会联合县卫生健康委在富源广
场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广场活
动，向市民普及急救知识，并邀请市
民进行心肺复苏操作。

9 月 12 日，南京市江宁区龙都
中心小学红十字会利用班会课对学
生进行心肺复苏和止血包扎的急救
培训。

9 月 12 日，南京市江宁区秣陵
初级中学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传播红十字精神与应急救护知识。

9 月 11 日，靖江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城管局组织开展了城管队员和
环卫工人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活动。

上海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
2019 学年第一学期应

急救护培训正式开讲，来自普陀区
真如文英中心小学和树德小学 302
名五年级学生聆听了普陀区红十字
会救护师资精彩、实用的“开学第一
课”。

山东 9月12日，山东省红十
字会、济南市红十字

会、济南广播电视台、市中区公安分
局、英雄山风景区服务中心联合举
行 2019 年世界急救日应急救护知
识技能大型推广普及活动，300 余
人参加活动。活动以宣传动员为特
色，借用视频、快闪、抖音、图文等多
种媒体手段，通过教学视频制作、应
急救护推广大使宣传、广场活动等

多种方式向公众宣传红十字应急救
护知识和技能。

9 月 12 日，临沂市红十字会在
市博爱园开展世界急救日应急救护
演练主题宣传活动。近年来，临沂
市红十字会共开展各类救护培训活
动 2100 余期，普及群众 62 万余人
次，培训红十字初级救护员 6 万余
名，市民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不断增强，红十字会社会影响力和
美誉度显著提升。

9 月 12 日，烟台市红十字会组
织的世界急救日救护演练活动在芝
罘区第一海水浴场隆重举行。福山
区红十字会及健康百度仁济医院志
愿者服务队、蓝港航空志愿者服务
队参加活动。

9月12日，由东营市红十字会、
东营区红十字会、文汇街道办事处、
东营博爱志愿服务队和营园社区共
同发起的纪念第 20 个世界急救日
主题活动在营园社区天籁华都广场
举行。活动现场，40余名红十字志
愿者进行庄严宣誓，应急救护培训
师现场演示并讲解心肺复苏、创伤
救护包扎等急救技能。

9 月 12 日，东营市红十字会在
清风湖北门开展救援展演暨东营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成立仪式。

东营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活动
现场进行了现场救援展演，参加省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比赛的东营代表
队现场进行了模拟演练。蓝天救援
队是东营市红十字会第一支专业救
援志愿服务队，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李英慧为救援队授
旗，要求救援队加强自身建设，打造
一流救援队伍。

9 月 11 日，东营市东营区辛店
街道红十字会邀请区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培训师来到辛店街道中心中
学，为开展急救知识与技能宣讲。

9 月 11 日，东营市利津县红十
字会联合县民政局、县消防大队、县
消防志愿者协会举办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活动。活动中为利津县应急
救护 e 角揭牌，为全县养老机构负
责人、安全员、消防志愿者协会志愿
者授课，讲解脑卒中等相关救护知
识和急救措施。

近日，东营区文汇街道红十字
会开展“急救，关注易受损群体”主
题宣传活动。

近日，青岛市即墨区红十字会
为即墨一中、萃英中学、市北中学、
即墨四中4所学校的3600余名高一
新生开展心肺复苏普及培训。

四川 9月12日，成都市青白
江区红十字会联合区

总工会等群团组织在大同镇新峰社
区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40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和社区居民
参加。

9 月 11 日，广安市邻水县红十
字会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团县委，组
织38名红十字志愿者，深入邻水县
长安乡金垭村，开展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活动。

重庆 9月11日上午，梁平区
红十字会组织区红十

字博爱志愿服务大队联合区华阳社
工服务中心，在梁平区顺盛依山郡
小区西区篮球场，开展世界急救日
宣传暨迎中秋国庆红十字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11日下午，梁平区红十
字会组织5名救护培训师资应邀来
到梁平职教中心，开展应急救护知
识和急救技能培训，该校 30 个班
1800余名高一新生参加培训。

安徽 9月11日，宿州市泗县
开 展“ 进 机 关 、进 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活动。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
院以及县红十字会的应急救护培训
专家分别来到县二中、县民政局、县
佳美实业公司、泗城镇朱桥社区、花
园井社区，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浙江 9月14日，宁波市红十
字会、宁波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在市急救中心联合举办
“救”在宁波 生命护航——宁波市
公共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接入
120 急救指挥调度平台发布会，全
市 340 台公共场所 AED 今起接入
120 急救指挥调度平台，标志着宁
波市在全省率先实现 AED 现场急
救与120急救的对接。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红十字会
第七期“周六约你学急救”公益课程
在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班。区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详细讲解溺
水救护、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
烧烫伤救治等知识与技能。

9 月 11 日，杭州市萧山区红十
字会在区行政服务中心举行世界急
救日主题宣传活动暨 AED 放置签
约仪式。活动中，厂家技术人员为
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AED 使用方法讲解。活动上成立
了由 18 名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骨
干师资组成的萧山区红十字应急救
护师资队。

9月 3日至 6日，杭州市富阳区
红十字会联合区妇联、区卫生健康
局开展“送服务送温暖到基层”活
动。分片分批开展民宿女主人卫生
和救护知识培训班，这是区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培训知识首次纳入全区
民宿女主人培训班。

近日，温岭市红十字会联合温
岭市科协，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
传活动。活动现场，温岭市红十字
应急救援队的队员们开展战地救护
演练，向公众演示群体伤的现场急
救，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舞蹈
队表演了《心肺复苏操》。

9 月 11 日，舟山市红十字会以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服务最多跑
一次”为主题，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综
合服务大厅开展 2019 年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

9 月 14 日，慈溪市红十字马拉
松志愿服务队在慈溪市红十字会等
30 余个单位、团体的支持下，在慈
溪森林公园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
传暨荧光健跑健走活动。活动包括

急救技能心肺复苏操作演练、群众
学习心肺复苏技能、AED现场使用
演示、急救宣传读本发放及健跑健
走活动，约500人参与。

近日，湖州市德清县红十字会
在当地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共
计 12 场次，参演队伍 12 支，队员
200 余人，参演群众和观摩人员达
千余人。

9月12日，台州市红十字会、台
州市急救中心、黄岩区红十字会等
单位在黄岩区九峰公园内开展世界
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近日，桐乡市红十字会组织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联合桐城委（桐城
集团），开展“急救，关注易受损群
体”主题宣传活动。

9 月 11 日，丽水市莲都区红十
字会走进碧湖镇白桥村文化礼堂，
为村里留守老人上了一堂应急救护
知识课。当日下午，区红十字会走
进机关和企业，为存在安全隐患岗
位的企事业员工上了安全课。

9月8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红十字会在中盛城市广场开展
2019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宣传“三救”“三献”知识，28名志愿
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9 月 11 日，余姚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教育局在阳明街道群立学校开
展人道关爱进校车活动，并为该校
学生进行应急救护专题培训，全校
600余名师生参加。

9月 8日，舟山市、定海区红十
字会联合举办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
暨救护培训、流动医院义诊进文化
礼堂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应急救
护技能培训。

9月7日，嘉兴市南湖区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讲师在余新镇普光村文
化礼堂，为村民讲解心肺复苏的操
作过程。

河南 9 月 14 至 15 日，新乡
市红十字会为斑马救

援队员及部分市民共 65 人开展公
益急救知识培训。市红十字应急救
护志愿服务队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湖北 9 月 6 日，鄂州市西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联合西山街道
红十字会、石山社区红十字站开展
世界急救日活动，50余名创文志愿
者参加。

内蒙古 9 月 12 日，包头市
红十字会联合市

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局、市人防办、
昆区和青山区红十字会在包百步行
街开展“急救，关注易受损群体”主
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
资演示了心肺复苏术和 AED 的操
作流程，并指导围观市民亲自动手
操作，规范操作步骤和动作要领。
活动中，昆仑朝聚眼科医院、昆区中
医院等单位开展免费义诊活动。

9 月 11 日，达茂旗红十字会组
织志愿者走进自治区红十字示范校
百灵庙第二中学，开展应急避险逃
生演练宣传活动。活动中，红十字
志愿者进行了心肺复苏、创伤包扎
演练。

近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

十字会应海拉尔区野战运动协会邀
请，为 111 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和红
十字志愿者进行了“红十字生命健
康安全教育项目”初级救护员培训
暨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

9 月 12 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红十字会在海拉尔区东山
街道办事处望海社区举办“世界急
救日”宣传纪念活动，为辖区内 30
余名居民和环卫工人开展了红十字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9月6日，锡林浩特市红十字会
深入葛根敖包社区开展世界急救日
主题宣传活动，为社区居民普及心
肺复苏、创伤救护、防灾避险等知
识。12日上午，市红十字会走进杭
盖街道办事处对辖区 8个社区 4个
居委会的 32 名工作人员开展心肺
复苏、创伤救护、防灾避险培训。

福建 9月11日，漳平市红十
字会在政府广场开展

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市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讲师现场为志愿者以及来
往市民讲解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
并模拟事故现场操作演练。

9 月 11 日，漳州市云霄县红十
字会联合县老年大学开展以“急救，
关注易受损群体”为主题的急救知
识宣传讲座，共有40名退休老年人
参加活动。

9 月 12 日，漳州市漳浦县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普及培训走进县教师
进修学校，来自各中学的 100 名体
育教师参训。

江西 9月12日，南昌市新建
区红十字会走进区三

幼开展 2019 年“世界急救日”主题
宣传活动，向教师及学生家长讲授
了应急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9 月 11 日，抚州市南丰县红十
字会培训讲师和志愿者来到观必上
景区，对该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救护
员进行应急救护复训，进一步巩固
提高景区救护员应急救护技能。

近日，鹰潭市月湖区红十字会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培训现
场，医务人员利用人体模型工具，详
细地介绍了气道异物梗阻、老年介
乎、海氏急救法、心肺复苏等突发事
件的应急救护知识，通过培训提高
了社区居民应急救护普及率。

9月12日，景德镇市红十字会、
市中心血站、市 120 联合开展世界
急救日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急救
知识。

9 月 10 日，新余市红十字会组
织应急救护培训师资来到新余学
院，为新入学的 3000名大学新生开
展急救宣传和救护培训活动。

山西 在第 20个世界急救日
到来之际，晋中市平

遥县红十字会联合爱心企业，在北
关小学、实验一小学、实验二小学、
香乐村中心小学、段村中心小学、北
三狼小学开展宣传活动，并向学生
捐赠安全科普图书。

活动中，平遥县红十字会志愿
者向学校师生进行了急救知识普
及、气道异物梗阻、常见急症，如扭
伤、小伤口的处理等，特别是针对小
学生容易发生的伤害，讲解了如何
预防和处置。

本报讯 （遵红）9月 4日，贵
州省遵义市红十字会召开党组会
议，专题传达学习了“十一大”精
神，并就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作出
安排。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学习了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在大会上所作
的工作报告；传达学习了《中国红

十字事业（2020—2024年）发展规划
纲要》《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修改内
容和十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的选举
情况。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杨怡就市红十字会贯彻落实

“十一大”精神提出五点要求：一要
专题汇报，争取支持；二要学深悟
透，统一思想；三要广泛宣讲，凝聚
人道力量；四要务实进取，担当作
为；五要深化改革创新、依法履职。

急救，关注最易受损群体
——各地红十字会举办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遵义红会：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

（上接一版）
“3 期累计培训 82 名应急救

护资深师资，均为有丰富应急救
护培训经验、英语听说水平高、工
作能力强的优秀应急救护师资。
培训结束后，所有学员和助教都
获得了 GFARC 颁发的‘师资培
训师’认证，8 位助教获得‘高级
师资培训师’认证。”程晓青介绍。

4月至5月，各省按照总会赈
济救护部要求，稳步推进本省师
资提高班培训工作，全国34个省
级红十字会每省都完成了至少 1
期师资提高班，共培训师资 751
人，占全国所有注册师资人数的
3.05%。此外，各省在完成师资提
高班后，还需要按照联合会标准
和理念，由国际认证TOT师资或
由其培训过的师资，按照《2016
年国际急救与复苏指南》的内容，
完成至少1期救护员培训。

5月中旬至6月，短短一个半
月时间内，总会训练中心国际认
证工作组在总会赈济救护部统筹
协调下，先后组织18个督导组共

42人的工作团队，前往34个省级分
会（含香港、澳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督导检查。

8 月 18 日至 23 日，GFARC 委
派项目官员、认证专家组成督导委
员会来到中国，前往总会训练中心、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红十字会和上
海市红十字会，完成了所有检查清
单中所列项目的督导验收工作，对
中国红十字会良好的应急救护工作
基础、较高的工作效率、详实的支撑
材料和完整的应急救护培训体系
表示充分肯定，并与总会和训练中
心共同制定了中远期行动计划，以
期持续提高中国应急救护培训水
平。

“开展此项工作既是积极承担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大国红会的
责任，也是进一步提高应急救护培
训水平、不断促进‘四统一’要求的
落实，更是一次对中国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培训水平的提升。”赵建忠
说，通过这次认证，中国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培训质量和竞争力都得到了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