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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 叶泱程 金可悦

她有一颗炽热的爱心，定期走
访慰问老弱群体；她有一门专业的
急救技术，背着急救包服务在救援
一线；她有一种乐于奉献的精神，吸
引大家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她有
一股无穷的向上力量，带动他人一
起做公益……她就是浙江省乐清市
红十字雄鹰救援队理事、副秘书长
蔡建丽。

投身公益创立“雄鹰”

“以前社会上的好心人帮助过
我，我也想做更多的事去回馈社
会。”蔡建丽投身公益的初衷，源于
14年前的一件事。

那年，蔡建丽带着两岁的女儿
去北白象镇上购买毛线，在她选购
商品时，女儿不见了。随后，她发疯
似地满大街寻找，不停地叫唤着女
儿的名字。

“当时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周
边一些好心人知道后，一边安慰我，
一边帮我一起寻找。”蔡建丽说，最
后找到时，女儿正被一名好心的阿
公牵着，同样也是在满大街地寻找
着她，“从那会儿起，我就一直记着
这份恩情，这件事也在我心里种下
了一颗要做好人的种子”。

2016年，蔡建丽正式投身于公
益事业。2017 年，她与李丽永（现
雄鹰救援队队长）一起筹备成立红
十字雄鹰救援队，并在 2018年正式
注册。几年来，救援队参与山地、水
上、城市、自然灾害等救援行动，共
出勤1200余次，出动1万余人次，并
协助公安部门一起寻回走失人口
500余人。救援队队员从刚成立时
的30余人发展到现在150余人。

动员捐献全程服务

2016年以来，乐清市共有10人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10名
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2018 年 6 月，在乐清工作的四
川人易娟与1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
功，但易娟孤身一人在乐清打工，住
院捐献很不方便。蔡建丽得知这一
消息后，主动放下自己的工作，在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陪侍 5
天。5 天里，蔡建丽为易娟送水打
饭、聊天解闷，两人处成了亲姐妹一
般。

同年8月，乐清人陈选燕和1名
白血病患者高配成功，陈选燕放下
公司会计业务，在蔡建丽的陪同下
入住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在注射动员剂的 5 天里，蔡建丽一
直在病房陪着她、照顾她。之后，陈

选燕也正式加入雄鹰救援队，成为
一名红十字志愿者。

陈选燕开心地说，因为捐献造
血干细胞，她认识了红十字雄鹰救
援队许多有爱心的志愿者，和他们
在一起，获益匪浅。

2021 年 6 月，毛海洋和 1 名白
血病患者高配成功，入住浙江省中
医院准备捐献。因为毛海洋是男
性，蔡建丽安排红十字雄鹰救援队
队友孔湖滨赴杭州住院陪侍。其
间，蔡建丽也专程赶赴杭州，为毛海
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乐清市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血
样采集、登记任务较重。蔡建丽每
次闻讯，都积极主动动员救援队队
友、献血者参与活动，至少有 50 余
人在蔡建丽的感召下加入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队伍。

发动献血做好后勤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乐清市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在李丽永的带领下，救
援队的队员们迅速组成防疫队，奔
走在每个测温、消毒点。蔡建丽在
执勤之余还发动队员们一起去献
血。

2020年 2月，蔡建丽带领 17名
队员在乐清市血站献血 6500毫升；

同年 3月，她再次发动 32人在柳市
镇政府食堂旁的献血车献血超1万
毫升；今年 5月至 6月，她多次带领
队员们在新城社区采血点献血。

“献血十次，不如带动十人献血
一次。”蔡建丽说，她于1998年开始
献血，后来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弱
小的，把一群人拧成一股绳，产生的
力量更为巨大。

“因为我是女同志，体能方面可
能比不上男同志，但女性胜在心
细。”蔡建丽说，为了能让队员们在
救援过程中更得心应手，她经常组
织队员们进行操练。她还经常组织
人员一起打扫卫生，让执勤回来的
队员们有个舒适的休息点。

蔡建丽性格风风火火，喜欢“折
腾”又嗓门大，队员们亲切地叫她

“吵姑”。

回访慰问温暖人心

2020年，蔡建丽得知队员小陈
（化名）的儿子患病，因医药费没有
着落，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她将消
息告知救援队的队员们，发动大家
一起捐款。越来越多的善款迅速聚
集，为小陈一家带来更多希望。“雄
鹰的每一名队员，对于我来说，都是
家人一般的存在。”蔡建丽说。

在关心“自家人”的同时，蔡建

丽还很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她
的手机里藏着这样的一个任务表，
上面注明了需要走访慰问的群众姓
名和日期，统计下来有30余人。她
每月都会抽出一星期时间，对他们
定期进行回访慰问。

“有次，我和队员去仙溪慰问，
但很不巧，准备慰问的 9 户人家竟
有 5 户不在家。”那天，蔡建丽一行
蹲守到半夜才结束行程，“如果那天
没走访完，就会影响第二天的进度。
虽然过程很辛苦，但看到受助者开
心的笑颜，我们都觉得很值得。”

永嘉地区有一户人家，让蔡建
丽印象深刻。2016 年，她收到消
息，永嘉有一户困难家庭，孩子爷爷
身体不好，常年卧床，父亲去世早，
母亲离家出走，全靠奶奶做点零活
养家糊口。蔡建丽与队友一起赶往
永嘉，为这户家庭送去慰问金。

“我记得孩子奶奶当场跪下来
了，说很感谢我们……”蔡建丽每每
忆起这一幕，都会不自觉泪眼婆娑。
此后，她开始定时探望这户人家，给
这一家带去爱的支撑。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做着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蔡建丽说，自己
微弱的光不足以照亮很多人，但她
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会聚集起很
多很多的光，照亮更多的人。

闷声做好事的“吵姑”
——记浙江省乐清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理事、副秘书长蔡建丽

杭州举办救护师资技能大赛
本报讯（杭红）8月26日，浙

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和市总工会
联合举办“服务亚运 救在身边”
应急救护培训师资教学技能大
赛。全市13个区、县（市）红十字
会各组建1支代表队参赛。

长春举办应急救护技能大赛
本报讯 （长红）近日，吉林

省长春市红十字会创新比赛形
式，线上举办全市第五届红十字
应急救护技能（视频）大赛。各县
（市）区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参
赛，并按照要求准备参赛视频。
参赛作品在长春市红十字会官方
网站进行公开展示。

西安向蓝田发放救灾物资
本报讯（西红）8月19日，陕

西省西安市蓝田县普降大到暴
雨，导致全县大范围受灾。西安
市红十字会迅速行动，将 333 床
备灾棉被、241件防寒服（合计价
值49970元）和100个急救包装车
运往灾区，同时向蓝田县红十字
会拨付抗洪救灾款10万元。

金山区推进博爱家园建设
本报讯 （李珺）近日，上海

市金山区红十字会相继实地走访
枫泾、亭林、山阳、石化街道等地，
对申请开展第八轮“博爱家园”建
设的5个街（镇）红十字会下辖的
13个村居红十字工作进行调研。

南通为中学新生开展救护培训
本报讯（胡春梅）8月28日，

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联合南通
市第一初级中学为该校 700余名
初一新生上“开学第一课”——应
急救护培训。培训结合讲解、现
场演示等方式，讲授止血包扎、骨
折固定、心肺复苏及自动体外除
颤仪（AED）使用等知识。

泉州推动应急救护工作标准化
本报讯（郭杰民）8月27日，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红 十 字 会 召 开
2021 年应急救护培训骨干师资
工作会，推进全市红十字应急救
护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泉州各
县（市、区）红十字会救护培训负
责人和骨干师资参会。

乌兰察布举办互联网筹资培训
本报讯（乌红）8月31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
举办 2021 年“99 公益日”互联网
筹资培训班。市红十字会全体干
部职工和各旗县市区红十字会相
关负责人参训。

泰州召开“99公益日”培训会
本报讯 （钱荷芳）9月 3日，

江 苏 省 泰 州 市 红 十 字 会 举 办
2021年“99公益日”动员培训会。
来自三市三区红十字会领导、筹
资项目负责人、部分合作机构负
责人和在泰高校红十字会负责人
等参会。

白银志愿者助力校园疫情防控
本报讯 （黄艳）8 月 28 日至

29日，甘肃省白银市红十字会组
织志愿者采用“地毯式”消杀方
式，对靖远县城 12 所中学的教
室、楼梯、餐厅等场所进行全方
位、专业化、无死角的消杀行动。

邳州志愿消杀进校园
本报讯 （邳红）近日，江苏

省邳州市红十字先锋救援队结合
“救在身边·守护校园”行动，组织
队员先后赴市开发区中心小学、
长江路小学、奚仲路小学等地开
展公益性消杀志愿服务。

秦皇岛援助物资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秦红）近日，河北

省秦皇岛市红十字会调拨大批物
资对口支援市第一医院、市第二
医院、市第三医院、市第四医院、
市中医医院、市疾控中心和市重
点业余体校7家单位。此次捐赠
共拨付口罩、隔离衣、消毒液等防
疫物资及棉帐篷、棉被、棉大衣等
防寒物资，价值34.88万元。

晋中红会助力开学防疫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

省晋中市红十字博爱应急救援队
前往曾作为新冠疫苗接种场地的
相关小学、幼儿园开展全面消杀
行动，为广大师生安全健康筑牢
屏障。

巢湖开学第一课开讲急救知识
本报讯 （庐红）9月 2日，由

安徽省巢湖市红十字会、巢湖市
爱巢社会工作服务社主办的“开
学第一课——‘救’在身边”讲座
在城南小学举行。该校五年级
40余名学生、教师聆听讲座。

8月16日，浙江省温岭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育局出台文件，要求把应
急救护技能培训纳入学生军训。22日上午，市红十字会在素质教育实践
学校为参加军训的1000余名温岭中学高一学生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技
能培训。 （温红）

军训加节课

本报讯（韩永达）8月30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博湖县红十字会启动以

“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为主题
的 2021 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
传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

按照自治区、自治州红十字
会关于开展 2021 年“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及
关于“应急救护推进年”工作部
署，县红十字会早谋划，早部署，
早动手，积极组织红十字志愿者
和救护师资走进社区、走进乡村、
走进机关，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

渠道，创新形式和方法，开展应急救
救护讲座、救护员培训、应急演练、
主题宣传等各项宣传普及活动。

此次，为确保“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取得实效，县
红十字会结合实际制定了《博湖县
关于开展 2021 年“世界急救日”主
题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方案》，制定志
愿者招募计划，明确志愿者招募的
具体标准，招募人数，届时由志愿者
及救护师资开展村社区、学校及机
关等四个层面的“世界急救日”主题
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博湖启动“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志愿服务

“身为救护员，路遇伤者肯定会
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的救护员
或救护师资。”谈起救人一事，江苏
省东台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常勇和钱
成宏异口同声地说。

8 月 28 日下午 5 时许，东台市
金海路与范公北路交叉路口向北
150 米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伤者
瘫坐在地，小腿上鲜血直流。此时，
东台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常勇刚结束
校园消杀行动，驾车途经该地，“我

将车驶近时，看到伤者坐在地上，地
面已经积了一滩血”。

常勇立即停车，拿起后备箱里
的救急包奔向伤者。伤者腿上有伤
口，正用纸巾和毛巾堵着，可是血还
是往外流。常勇检查后发现伤者小
腿上有个洞，可能伤及静脉，立即拿
出制式止血带扎在伤员大腿根部止
血，又拿出无菌纱布熟练地替换掉
伤口上的纸巾和毛巾。

正当常勇紧张处理伤口时，东

台市红十字志愿者钱成宏恰巧驾车
经过该地，看见此情景后立即停车，
加入到救人行列。二人熟练规范的
操作，顺利帮伤者完成包扎。直到
救护车赶来，二人协助 120 救护人
员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方离开。

常勇和钱成宏二人均为东台市
资深志愿者，曾参加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是专业的红十字救护培训师
资。 （叶海慧）

东台红十字救护员路遇车祸伸援手

本报讯 （广红）近日，广东
省广州市红十字会与深圳市经纬
医疗援助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直升
机医疗应急救援合作协议。

此次合作对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到 2030 年，
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和紧
急医学救援能力达到发达国家水
平”要求及《广东省航空医疗救护

联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在重
特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突发疫情救援救助及病患院前
救援和院间转运、紧急医疗资源运
输、器官转运等提供空中医疗救援
服务，共同促进直升机航空医疗救
援在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体系中
发挥重要作用，为患者生命创造最
佳抢救时机。

“向你学习！”“点赞！”……8月
30日下午，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红
十字极速救援队志愿者中队微信群
里异常热闹，志愿者张三红在下班
途中参与救援的照片与视频一经发
出，就收到了队友的众多好评。

当天下午 5时 10分左右，下班
回家的张三红途经临山镇迎凤路工
商银行旁的十字路口时，遇到一起
电动车与汽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张
三红没有丝毫犹豫，停车拿上急救
包就第一时间“扑”了上去。

“电动车驾驶人是位老伯，腿上
流了不少血，特别是右腿大脚趾旁
的伤口很大，我用绑带对其进行了
包扎与止血。”张三红处理完伤者腿

部的伤口后，又发现老伯后脑勺还
有出血，她再次用棉签蘸着碘酒对
伤口进行消毒、止血。急救持续了
近半个小时，张三红累得满头大汗。
其间，交警与老伯家属相继赶到现
场。看到伤者没有大碍，张三红向
家属嘱咐几句后悄然离去。

据了解，今年 45岁的张三红家
住临山镇，在某企业从事财务工作。
2019年10月，她加入余姚市红十字
极速救援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应
急救援志愿者。2020年，她经过救
援队专业培训后，成功考取红十字
救护员证。

“我是正好路过碰到了，这是我
们每个‘极速人’都会做的事情。”张

三红说，群里的志愿者都经过专业
应急培训，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都
会伸出援助之手，她认为这只是很
寻常的小事。她将照片发到群里，
本想讨论当时的救援方式，方便下
次更好地施救。

据余姚市红十字极速救援队队
长凌忠刚介绍，救援队成立于 2018
年10月，目前队内骨干队员有30余
名，志愿者 200 余人。志愿者来自
各行各业，有企业员工、个体商户、
机关干部和公务员等，所有人均经
过应急救护专业培训，已经近一半
志愿者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

（余红）

余姚志愿者路遇车祸伤者伸援手

为医疗应急救援插上腾飞的翅膀
广州红会与深圳市经纬医疗援助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直升机医疗应急救援合作

本报讯 （沈雪婷）9月 2日，
江苏省苏州市红十字会向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捐赠6台自动
体外除颤仪（AED），为乘客健康
安全提供一份坚强保障。

捐赠仪式现场，苏州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工作人员

开展了急救演练。
截至目前，苏州市红十字会已

在全市范围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投
放了 123 台 AED，并对相关工作人
员进行了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方
法培训，为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和
安全提供“双保险”。

苏州红会向市轨道交通集团捐赠AED

本报讯（李子）8月30日，安
徽省黄山市红十字会与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中心
支公司签订“志愿服务 平安相
伴”红十字志愿服务意外伤害保
险合作协议。通过为红十字志愿
服务活动定制投保二维码、志愿
者个人投保、红十字会报销保费
的形式，建立红十字志愿服务意
外伤害保障机制。

该保险自 2021年 9月 1日正

式启用。志愿者每次参与活动前 1
小时，自己扫码支付5元保费，保险
公司出具电子发票，各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定期（或按项目）收集，各地
红十字会列入志愿服务基本保障支
出予以报销。

市红十字会将通过专题培训、
广泛宣传、落实责任等措施，确保红
十字志愿者人人知晓该意外险保障
政策，主动购买、及时报账，切实提
高志愿者意外险覆盖率。

黄山为红十字志愿者上意外伤害险

本报讯（沧红）近日，河北省
沧州市红十字会2021年博爱助学

“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
120名，发放博爱助学金36万元，
每名学生获得助学金3000元。

8月1日，沧州市红十字会启
动 2021 年度博爱助学“援手行
动”。凡沧州辖区户籍、参加
2021 年全国普通高考被本科或

专科院校国家统招录取，且符合相
关条件的考生，可到所在地红十字
会申请助学金。救助资金全部来源
于“博爱一日捐”募捐款。

自 2007年以来，沧州市红十字
会博爱助学“援手行动”共资助全市
贫困大学生 2082人，累计发放助学
金645万元。

沧州红会“援手行动”发放助学金3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