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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营口送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
本报讯（营红）8月27日，辽

宁省营口市红十字会组织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来到站前区跃进街道
办事处兴跃社区，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为社区群众讲授应
急救护知识。

邳州救援队开展水域救援演练
本报讯 （邳红）近日，江苏

省邳州市红十字先锋救援队 20
余名队员在银杏湖训练基地开展
水域救援集中演练活动。演练内
容包含救援基础知识，舟艇搬运、
驾驶，定点、活饵、抛绳救援，翻舟
自救，船外机安装，水面障碍物脱
困等科目。

麻城为市民送上防疫中药汤
本报讯 （梁辉 陈玉平）近

日，湖北省麻城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中医院为市民免费提供预防新
冠肺炎中药汤剂（成人预防方）。
市红十字会同步开展“德尔塔”毒
株预防、疫苗接种等防疫宣传活
动。

满洲里投放首批AED
本报讯（满红）8月26日，内

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在
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举行了首批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投放启动
仪式。仪式现场，市红十字会专
业人员对各投放点管理人员进行
AED操作方法及心肺复苏培训。

上城区为快递小哥送急救知识
本报讯（上红）8月27日，浙

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红十字会组织
骨干师资“送教上门”，为80余名
快递外卖配送员开展普及性急救
培训。

金东区向四川丹巴县捐献物资
本报讯（曹静怡）8月25日，

浙江吉米赛欧服饰公司等爱心企
业通过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红十
字会，向东西部协作地区捐赠爱
心物资，包括运动服套装 8400
套，价值 67.2万元。该批物资随
即装车运往 2500 公里外的四川
省丹巴县。

惠山区举行校园AED捐赠仪式
本报讯（石尉）8月25日，江

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十字会联合
区政协、区教育局共同举行校园
场所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设
置暨捐赠仪式，助力 7 所中小学
校提高校园应急救护能力，保障
师生健康和校园安全。

柯桥区举办急救夏令营
本报讯 （柯红）近日，由浙

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红十字会与柯
桥街道联合主办的“未来有你，救
护有我”红十字海姆立克急救法
夏令营在柯桥街道大渡社区开
营，活动吸引了30余名青少年报
名参加。

奉化区开展“四个一百”急救培训
本报讯 （甬红）近日，浙江

省宁波市奉化区红十字会开展
“为民服务、为企分忧”应急救护
培训，积极推进“四个一百”活动，
即为百个家庭、百艘渔船、百家农
村文化礼堂、百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目前，该
活动已培训救护员 1236人，急救
知识和技能普及培训14768人。

肥东红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本报讯（庐红）8月26日，安

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举行2021年度
金秋助学、爱心照亮求学路助学
金发放仪式，县总工会、团县委、
县红十字会联合为 269名大学新
生提供助学金合计99.85万元。

元江为受灾群众捐赠爱心物资
本报讯（张元）8月24日，受

强降雨影响，云南省元江县曼来
镇团田村多处发生泥石流灾害，
51户182名受灾群众安全转移到
南溪小学安置点。25日，县红十
字会全体干部职工来到安置点看
望慰问受灾群众，了解群众需求，
并联合团县委、县妇联动员爱心
企业为受灾群众捐赠生活物资。

丰县组织“99公益日”线上培训
本报讯（丰红）8月26日，江

苏省徐州市丰县红十字会组织全
体工作人员参加“99 公益日”线
上培训工作。

宁都举办“99公益”专场培训会
本报讯 （张岚）9月 1日，江

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红十字会和县
乡村振兴局联合举办“99 公益
日”专场培训会，全县 24 个乡镇
分管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等 70
余人参加培训。

8月23日，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艾扬志愿服务队的两名志愿
者在旴江河畔进行巡河检查，确保学生暑期安全。

志愿服务队每年巡河时间为7月1日至8月31日的9时至19时。期
间，志愿者会对下河游泳的青少年学生及家长进行现场劝阻和安全提醒，
防止出现溺水事件。 （袁荣生）

暑期巡河保平安

本报讯 （陈宇）近日，上海
市金山区红十字会携手相关爱心
单位、爱心人士集中开展 2021年
人道助学项目系列活动。活动共
帮助困难学生 264 名，累计送出
帮困助学金 45.8 万元及价值 1.7
万元的爱心牛奶卡。

2021年，金山区红十字会助
学帮困系列项目包括爱心企业出
资设立的“申嘉禧”助学项目，支
出帮困助学金 19.1万元，受益学
生 188 人；区佛教协会出资设立

的“金山佛协·慧宏博爱”助学项目，
支出帮困助学金 14.1万元，受益学
生 30 人；爱心人士出资设立的“小
明助学”助学项目，支出助学金 4.7
万元，受益学生7人；由上海市红十
字会联合上海龙华寺出资设立的

“明旸”帮困助学项目，支出助学金
3.5万元及价值 1.7万元的牛奶卡，
受益学生17人；区红十字会设立的

“博爱助学——放飞青春”助学项目
支出助学金 4.4 万元，受益学生 22
人。

金山区红会开展助学帮困系列活动

本报讯（瑞红）8月26日，浙
江省瑞安市红十字会举办2021年
度“云江助学”助学金发放仪式。
2021年，“云江助学”共为535名大
学生发放助学款340.1万元。

2021年，瑞安市红十字会通
过数字化手段，将“云江助学”上
架到“浙里办”应用，实现了“在线
办理”“实时查阅”“信息反馈”“后
续跟踪”等一系列功能，简化申报
和审核流程，优化结对资助、联系
沟通、资料管理方式，受到了群众
认可，并提升工作效率和活动成
效。此外，资助金额由原来的每

人5000元普遍提升到8000元。
据悉，“云江助学”活动是瑞安

市“资助贫困生上大学”活动的延续
和提升。从 2001年开始，瑞安市红
十字会、市融媒体中心、市教育局、
市农业农村局、慈善总会及人民教
育基金会 6 家单位联合发起该活
动，至今已持续开展21年。截至目
前，活动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助学
金发放体系，资金筹集也形成了政
府主导、部门联合、社会参与、学生
反馈的良性循环，累计帮助贫困大
学生 14500 余人次，发放助学款
7485万余元。

瑞安“云江助学”发放助学款逾340万元

本报讯（远红）8月25日，湖
北省宜昌锦航职校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正式挂牌。远安县红
十字会与宜昌锦航职校签订了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管理
协议书》，并对后期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据悉，宜昌锦航职校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以宜昌锦航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为载体，以县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师资队伍为主力，结合
职校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积
极打造学习应急救护知识与开展志
愿服务相结合的培训平台，鼓励受
训人员主动参与应急救护和志愿服
务。

宜昌锦航职校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挂牌

本报讯 （唐思嘉）8 月 28 日
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
州县红十字会举办首场应急救护
亲子培训，80余名儿童及家长参
加培训。

培训以亲子互动的形式向孩子
和家长传授了溺水事故的预防和救
护、心肺复苏术、气道异物梗阻急救
知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法（止
血、包扎）技能等内容。

全州红会举办应急救护亲子培训

本报讯（钱荷芳）8月24日，
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通过网银
转账方式为 10 名困难学生每人
发放助学金5000元，共计5万元。

该笔爱心助学金由一位 90
余岁的老人捐赠。为把资助困难
学生工作做真做实，实现老人的
捐赠意愿，泰州市红十字会历时

1个月对社区推荐和上门求助的学
生进行了严格筛查，并制定了严格
的资助流程。经就读学校初步核
查、户籍所在地二次核实、市红十字
会专题讨论、捐赠人确认同意等步
骤，确定最终救助名单。10名受资
助的困难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低保、
大病或单亲家庭。

泰州红会向困难新生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 （陆习娟）8月 25 日下

午，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
会举行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帮化
名“猴子哥哥”的爱心人士向3名学
习优秀的困难学生转交助学金共
4200元。

“猴子哥哥”定向资助这3名学
生已有 3 个年头。“猴子哥哥”是灌
云人，在外拼搏打拼有了自己的事
业，有所成就后不忘回报家乡，资助
学生是他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

3 年前，“猴子哥哥”辗转联系

到灌云县红十字会，希望贡献微薄
之力帮助几名家庭困难学习优秀的
学生。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多次与
其沟通询问姓名，想当面感谢，都被
拒绝，他只说自己叫“猴子哥哥”。
他一再表示，不求孩子们报答，资助
他们只为圆自己幼时因家贫未能继
续上学的梦想。

经过县红十字会重重筛选，3
名学习优秀但家庭贫困的孩子成为

“猴子哥哥”的资助对象。
“猴子哥哥”对孩子们的学习生

活特别关心，每年都会给孩子们写
信，通过县红十字会送到孩子们手
中。他通过信件了解孩子们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并
承诺会一直资助他们上完大学。孩
子们也会给“猴子哥哥”回信，汇报
学习情况，表达他们由衷的感谢和
对未来的憧憬。

虽然没有见面，但“猴子哥哥”
和他资助的孩子们建立起深厚的感
情。

江苏省灌云县一匿名爱心人士连续3年资助困难学生

“猴子哥哥”又来送“桃子”了

8 月 28 日凌晨，陕西省咸阳市
乾县红十字曙光救援中心队员吴延
锋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通过学到
的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挽救了一名
尚未满月婴儿的生命。

当日凌晨 1 时，吴延锋被一声
声“救命”惊醒，他穿上衣服打开房
门，原来是邻居家的奶奶在高声呼
救，泣不成声。

吴延锋迅速赶到邻居家，发现
这家出生仅 19 天的小孙子在夜间
熟睡中仰面呛奶，导致窒息。此时，
小婴儿已面色发青、呼吸微弱，一家
人吓得惊慌失措，束手无策。

吴延锋立即采用在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中学到的急救技能——海
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他沉稳地抱起
孩子翻身，头部下斜 45 度，叩击孩
子肩胛骨5次，翻身检查再叩击，将
堵在孩子气道里的稠糊状奶液慢慢
排出。听到孩子的一声啼哭，大家
悬着的心终于安稳下来。随后，孩
子的面色渐渐泛红，呼吸也顺畅了。

为了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吴
延锋深夜开车将婴儿和家人送往乾
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当儿科医生
得知吴延锋在孩子最危急的时刻果
断采用正确方法急救，挽救了小婴

儿的生命后，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多亏了你施救及时，不然后果将非
常严重，你是孩子的救命恩人呀！”

凌晨 3 时，孩子经全面检查确
定无大碍后，吴延锋又驾车将一家
人安全送回家中。

第二天，孩子奶奶专程为吴延
锋送去 500 元钱表示感谢，却被吴
延锋坚定拒绝了。他说:：“应急救
援是乾县红十字曙光救援中心每个
队员分内的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把应急救护知识传播到千家万户，
不仅要守护生命，还要实现‘人人学
急救，急救为人人’。” （王志宏）

乾县救援队员凌晨救助窒息婴儿

本报讯 （记者 李颀）9 月 2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第48届
南丁格尔奖获奖情况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介绍了南丁格
尔奖基本情况及我国历届获奖情
况，第48届南丁格尔奖获奖者及有
关人员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问。

王平介绍，中国自 1983年首次
参加第29届南丁格尔奖推选以来，
已有 83 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此殊
荣。中国是本届南丁格尔奖获奖人
数最多也是唯一有 3 人获奖的国
家。本届3位获奖者都参加了支援
湖北武汉的抗疫工作。成守珍三度
请缨驰援湖北，武汉归来再赴海外
抗疫；胡敏华 20 年如一日坚守抗

“艾”一线，疫情暴发又义无反顾出
征武汉；脱亚莉援鄂期间主动要求
去危重症病区工作，冒着被感染的
风险成功为患者化解险情。她们是
2.8万多名援鄂护理工作者的杰出
代表，是全国 470 多万名护理工作
者的先进楷模，她们身上彰显了“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护
佑生命、竭诚奉献、专业精湛、勇气
非凡”的南丁格尔精神。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斗争中，成守珍作为中山大学驰援
武汉临时党总支书记，与第三批
131名队员一起奔赴武汉。援鄂 61
天，团队共收治危重患者246人，实
现了“打胜仗、零感染、零意外”的目
标。从武汉归来后她又主动请缨随
我国抗疫专家医疗团队支援塞尔维
亚，在塞尔维亚工作 40 天，与援塞
专家组成员行程万里，走入22个疫
情严重城市和 84 所定点救治医院
等高风险场所，完成了25场救治和
防护技术培训。

胡敏华分享了 20 年抗“艾”工

作心路历程。2000年，南昌市第九
医院被确定为江西省艾滋病治疗中
心，胡敏华被任命为首任护士长。
当时，艾滋病防治在江西尚处空白，
一切从零开始。胡敏华结合多年的
护理经验，在摸索中建立起艾滋病
门诊工作制度、接诊流程和护理常
规等。创建“艾友”温馨家园，为全
国甚至海外病友提供咨询和科普健
教服务，建立“医院+疾控中心+家
庭+志愿者”四位一体、线上线下互
动的工作模式，实现健康教育、心理
干预、辅助疏导、转介诊疗等全流程

服务。
脱亚莉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

炎的战役中，担任庆阳市第一批援
鄂医疗队队长，赴武汉抗疫 53 天。
在武汉期间，脱亚莉先后参与了武
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华中科技
大学协和医院西院重症病区的救治
工作，平均每天穿防护服工作时间
超过10个小时，共参与护理新冠肺
炎患者 278 人，其中重症和危重症
患者156人。

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
管局副局长李大川介绍了我国护

士队伍发展总体情况。第 43 届南
丁格尔奖获奖者、原武警总医院副
院长张利岩介绍了南丁格尔志愿
服务队工作情况。同时，本次发布
会还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近期在
应急救护、救灾救援等方面开展的
重点工作情况。

近期，中国红十字会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结合红十字会职能
职责，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实践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推动
在地铁站、火车站、机场、学校、社
区等公共场所配备 AED 等急救设
备，累计配置 1.2万余台；积极参与
常态化疫情防控，向 11 个省份 18
次调拨抗疫款物价值 1400 余万
元；全力参与自然灾害救援救助，
连续派出 3 批工作组赴河南灾区
参与和指导红十字会防汛救灾工
作，向灾区调派水上救生、搜救、赈
济、防疫消杀等红十字救援队伍
132 支、4600 余人，累计转移安置、
救助受灾群众超过 10 万人次，及
时向河南灾区调拨 1.6万多个赈济
家庭包、1.5 万多箱饮用水、3.4 万
多份即食食品以及单帐篷、冲锋
衣、毛巾被等生活急需物资，开展
防疫消杀 500 余场次，总面积超过
5200多万平方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
第48届南丁格尔奖获奖情况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