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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10日晚，山东省济
南市章丘区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赵
源堃正在家里写作业，突然，坐在一
旁沙发上吃荔枝的妈妈被荔枝核卡
住了，她一边努力低头想要咳嗽，一
边用手紧紧握住了喉咙下方，情况
万分紧急。

“妈妈你怎么了？”赵源堃急得
大叫起来。妈妈无法回答，脸憋得
通红，努力试图咳嗽却咳不出来。

“气道梗阻！”前几天，刚刚上过
红十字急救课的赵源堃脑子里一下

冒出了这个词。爸爸不在家，没有
人可以帮他。

赵源堃立即站到妈妈身后，按
照急救课上老师讲的海姆立克急救
法要点，双手环住妈妈肚脐以上位
置，开始向后向上冲击。一下、两
下、三下……对于年仅9岁、身高只
有 135 厘米的赵源堃来说，给成年
人做海姆立克急救非常吃力。赵源
堃站在沙发上，用尽全力帮助妈妈。
几次冲击后，荔枝核终于被吐了出
来。母子相拥，庆幸不已。

“我当时觉得自己肯定没救了，
已经绝望了，没想到孩子能把我救
回来！感谢学校老师教给孩子们海
姆立克急救法。”第二天，赵源堃的
妈妈来到学校当面向老师致谢。

赵源堃冷静的操作获得众多网
友点赞，学校还给他颁发了奖状，表
扬他临危不乱。2021年，赵源堃获
评“济南市最美救护员”称号。2022
年，他被健康中国行动山东省推进
办、山东省红十字会评为山东省年
度“最美红十字救护员”。

意外来临 我们“救”在你身边
——2022年度“寻找最美救护员”活动候选人事迹选登（一）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宣传褒扬群众性自救互救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今年9
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启动2022年度“寻找最美救护员”
活动，进一步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

活动启动后，全国红十字系统自上而下，广泛征集，推选出“最美救护员”候选人。本报近期将选登部分候选人事迹，敬请关注。

2019 年 10 月 25 日晚，四川省
南充市19路公交车，一名女乘客突
然失去意识，心脏骤停。

川北医学院大三学生李林峰立
即冲到女乘客身边为其实施心肺复
苏，同学王巧玉马上拨打急救电话。
最终，女乘客成功获救。李林峰和
王巧玉也因此被大家称为“最美医
学生”。

李林峰是一名红十字救护员。
事发时，女乘客突然瘫坐在椅子上，

坐在最后一排的他快速冲到女乘客
面前，拍打其肩膀并大声呼喊，未得
到回应，触其脉搏无搏动。他表明
急救员身份，表示自己持有急救员
证书，随即开始对女乘客进行心肺
复苏。

“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有赶紧
救人的冲动。我快速回忆了一遍自
己学习的急救知识，随后便尽我所
能去救人。”李林峰说：“我学医的初
心就是挽救生命，我应该站出来，抓

住心肺复苏的黄金 4 分钟，赶紧救
人。”

救人一事，对李林峰和王巧玉
之后的学医之路有很大影响。李林
峰认为，周围人的赞扬不仅是对自
己的肯定，也是一种鞭策，促使他设
定更远大的目标，不断完善自己。
大学期间，李林峰获得全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四川省普通高校 2022届
优秀毕业生、川北医学院 2022届优
秀毕业生等荣誉。

“救命呀!救命呀!”2019 年 8 月
28日下午 3时，江西省抚州市宜黄
县黄陂镇中田村三组村民阮健鹏忽
然听到大坝方向传来呼救声，便寻
声飞奔过去，一头扎进水里。

“我赶到现场时，已经看不到落
水的人了。”阮健鹏说，溺水区域位
于中田村大坝下游，他儿时经常在
该水域玩水，水下环境较复杂。在
水底搜寻了几分钟，换了好几次气，
终于发现了落水少年。

“看见他跳下水救人，我马上跑

去喊其他人帮忙，并打电话报警。”
村民廖春秀说，当时自己吓得腿都
软了。孩子们的呼叫声也惊动了村
民，当大家纷纷赶来时，溺水少年已
经被救上了岸，脸色煞白，鼻孔出
血，肚子鼓胀，手脚毫无知觉。阮健
鹏立即按照役前训练时所学的应急
救护技能开展施救，拍打、侧仰卧
位、抠除口中异物、人工呼吸、心肺
复苏……

1分钟，2分钟，3分钟……“活
了！活了！”5 分钟后，溺水少年吐

出一口水，有了知觉。现场响起一
片掌声。下午 4 时，在大家的帮助
下，溺水少年被送往医院救治。

救人时，20岁的阮健鹏刚刚大
学毕业，是一名即将赶赴军营的新
兵。回想起施救过程，阮健鹏心有
余悸：“当时，按压了好长时间还没
反应，我心里也很紧张、很害怕，但
还是坚持抢救。”事发次日，溺水少
年的父母来到阮健鹏家表示感谢。
阮健鹏说，自己现在是“准军人”，这
点小事儿没什么。

2021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全国研究生考试正在紧张有序进
行，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三实验小学
一间考场里，一名考生突然脸色发
紫，全身抽搐，晕倒在地。监考老师
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

坐在昏迷考生斜后方的刘旸立
即举手表示自己是一名医生，可以
采取急救措施。经监考老师同意
后，刘旸展开急救。经过检查，他对
昏迷考生实施心肺复苏术，持续按
压几分钟后，昏迷考生有了复苏迹

象，呼吸、心跳逐渐恢复。救护车赶
来时，该名考生已经苏醒，意识也恢
复了。

虽然监考老师经过请示主考
官，适当延长了刘旸的考试时间，但
他还是没做完答卷，最终遗憾落榜。

“做出这个选择，我不后悔。如果事
情再发生一次，我还会选择救人。
考研明年还可以再考，生命永远是
第一位的。”刘旸的做法赢得广泛赞
誉，荣获“蚌埠好人”称号。

刘旸是一名儿科医生，2020年

加入蚌埠市红十字志愿者队伍，经
常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社区、学校、企
业等单位，对群众开展普及性应急
救护培训。同时，他还发挥儿科医
生优势，在“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无
偿献血者日”“六一儿童节”等时间
节点，开展义诊和健康宣教活动。
在生活和工作中，刘旸也坚持发扬
红十字精神，援助社区疫苗接种、为
敬老院提供上门医疗服务、为患儿
送温暖等，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红十
字精神。

2021年 5月 23日下午，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初级中学学生
小许心脏病突发，呼吸停止。学校
教师立即施救，成功挽救该学生的
生命。

小许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入学
时学校已经有所了解。事发时，他
正在讲台上向同学们讲解自己的解
题思路，突然倒地，脸色苍白。班主
任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通知家长
和副校长，以及政教处陈建老师。

17时25分，陈建到达现场。当

时，小许呼吸缓慢，脸色发紫，身体
略微抽搐。陈建马上拨打120急救
电话。

17 时 27 分，小许心跳呼吸停
止。陈建一边让另一位老师下楼拿
并使用AED（自动体外除颤仪），一
边在120急救电话指导下对小许做
胸外按压。

17时31分，小许有呼吸了！配
合胸外按压，另外两位老师使用
AED进行急救，学生的呼吸逐渐恢
复正常。

17 时 43 分，120 救护车到达学
校，由医护人员接手开展救治。

目前，萧山区通过使用AED成
功施救的病例已经有3起。前两次
的成功施救，AED的使用者都是医
生，而这次AED除颤是由学校老师
来完成，为萧山区首例。

近年来，衙前镇初级中学一直
积极开展各类安全演练，不断加强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全校76位教
师参加培训并通过考试，成为红十
字救护员。

2020 年 1 月 2 日清晨，云南省
昆明市人民中路，一名14岁少年突
然晕倒。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血管
病中心外科监护室护士杨昆娥路过
此处，立即施救，少年逐渐苏醒。杨
昆娥又脱下自己的羽绒服，盖在他
身上，一直等到救护车到来。

“当时情况紧急，男孩呼之不
应，身体僵硬，无呼吸，触摸颈动脉
无搏动。”杨昆娥说，“救死扶伤是
医护人员的天职，只要见到需要救
援的患者，我都会挺身而出。”

杨昆娥 1991 年出生于云南玉
溪一个贫寒的哈尼族家庭。12 岁

时，父亲因病去世。2002 年初，云
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帮助她走进
学校。初一时，母亲又离开人世。
她成了希望工程的“女儿”。

杨昆娥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
书机会，初中毕业后考入昆明市卫
生学校（现为昆明学院医学中专
部），并于 2012 年成为了云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工作期
间，她仍然坚持学习，又考取了昆明
医科大学继续教育护理专业。杨昆
娥一直秉持着“关爱生命、患者至
上”的理想和信念，尽管工作繁忙、
辛苦，她却乐此不疲、尽心尽力。

“自己得到社会帮助，扭转命
运，已经足够幸运，我要努力回报社
会。”杨昆娥说。在爱心病房里，经
常能见到杨昆娥为孩子诊疗的身
影。此外，她每年都会和同事一起
去云南各地走访先心病患儿，对贫
困山区的孩子进行先心病筛查，每
到假期，坚持去云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参加公益活动。

2019年底，杨昆娥当选云南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从希望工
程的“女儿”，成长为救死扶伤的“白
衣天使”，杨昆娥用自己的努力和行
动演绎着人间大爱的流转和传递。

2022年8月17日上午10时，甘
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红十字应急救援
志愿服务队队长付朝旭驾车经过罗
峪大桥南桥头时，看见一位老人晕
倒在地。

付朝旭立刻从车里拿出急救
箱，奔上前去。经过 8 分钟左右的
心肺复苏，老人逐渐恢复了心跳和
意识，120救护车也来到了现场。

付朝旭长期致力于红十字应急

救护技能的推广普及。近年来，他
参与了天水市驰援河南水灾救援、
天水市疫情防控消杀等一系列重大
应急抢险及疫情防控任务，先后荣
获天水市红十字会“最美志愿者”称
号、甘肃省红十字会“疫情防控优秀
红十字志愿者”称号和 2022年第一
季度“天水好人”称号。

2021年 7月 25日凌晨，由天水
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秦州区红

十字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组成的
14人救援小组，紧急奔赴河南卫辉
开展救援抢险任务，付朝旭担任组
长。救援队昼夜作战，共搜救出 8
名被困人员，完成 2个镇、8个行政
村、100余万平方米的消杀任务，历
时7天圆满完成任务。

多年来，付朝旭以实际行动践
行红十字精神，积极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让红十字旗帜在基层飘扬。

7点47分，晨练老人突然倒地。
7 点 49 分，泰达第二体育场负

责人张文德到达事发现场开始施
救。救护车到达现场后，老人被送
往医院救治。

2022年 7月 13日 7时 47分，在
天津市泰达第二体育场，一位晨练
老人在打网球时突然倒地，泰达第
二体育场工作人员张文德听到呼救
声后，迅速赶到现场施救。同时，他
请身边市民帮忙拨打 120 急救电

话，并联系工作人员去监控室取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在进行第二组心肺复苏时，老
人的心跳呼吸逐渐恢复，眼睛能转
动了，脸上也慢慢有了血色，他停止
了按压，继续陪伴在老人身边进行
安抚，直至救护车到来。

张文德就职的天津伯明顿体育
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是负责泰达第
二体育馆运营的公司。该公司高度
重视应急救护培训，每年选派工作

人员参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目
前已有 30 余名工作人员和教练考
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

“通过学习应急救护知识，成为
一名红十字救护员，我们都感到很
荣幸。这既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
社会责任和担当。我们任何一个人
遇到这种紧急情况，都会立即施救，
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红十字救护员
队伍中来，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张文德说。

李林峰：“最美医学生”公交救人

阮健鹏：“准新兵”勇救溺水少年

刘旸：儿科医生考场救人

陈建：中学教师挽救学生生命

杨昆娥：“最美护士”街头救人

付朝旭：“天水好人”路上救人

张文德：体育场救助晨练老人

赵源堃：9岁少年救妈妈

“快说是不是你？”2022 年 3 月
14日，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
科医生李容，收到不少亲朋好友的

“逼问”。
3月 13日上午 11时许，重庆两

江新区康美街道，疏通下水道的 4
名工人因沼气中毒昏迷在井下。此
时，李容和丈夫恰好在附近。她扒
开人群，看到一名男子从井下被救
上来，昏迷不醒。

“我去摸颈动脉，脉搏非常微
弱，得马上进行心脏复苏抢救。”李
容解开男子的上衣扣子，开始做心
肺复苏。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交

替，五六分钟后，男子终于有了意
识。紧接着，她又来到第二个刚升
井的工人身边。

“那是个四五十岁的男子，上来
时呼吸已停止，颈动脉和心跳都已
察觉不到。她跪在地上，双臂按压
一阵，再俯下身为男子做人工呼吸，
如此不断交替。经过上千次胸外按
压，男子恢复了微弱的心跳和呼吸。

第四名工人升井时，120 救护
车恰好抵达现场。此时，李容双臂
酸软，已经没有力气。她爬到第四
名男子身边，操作“呼吸囊”打氧气，
全程配合急救医生做心肺复苏。把

四名工人都送上救护车后，李容和
丈夫悄悄离开了。

第二天，同事、同学从短视频
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李容跪地救人
的身影，这才出现开头的一幕“逼
问”。

李容今年 31岁，从重庆医科大
学毕业后，参加工作 3 年多。此次
救援，是她第一次将课堂知识用在
实践中。“遇见这一幕，我也迷茫与
害怕。但是从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
起，这便就是我们的使命，生命稍纵
即逝，容不得任何犹豫。”回忆这场
惊心动魄的救援，她由衷感叹。

李容：“90后”女医生与死神赛跑

王利炜和王龙都是军人，也是
老乡，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隆
兴镇。2022年 9月 10日，两人乘坐
列车返乡时，听到列车广播寻找医
护人员的紧急公告，随即前往患者
所在车厢。

到达后，两人发现该患者嘴唇
发白、情绪波动、全身发抖抽搐，并
伴有腹部疼痛、四肢麻木等症状，立
即用在部队所学的急救知识对患者

展开救助。在患者情绪逐渐稳定
后，两人了解到，患者本来患有严重
的抑郁症，因加量服用治疗抑郁症
药物导致不适反应。

在对患者进一步的检查中，又
发现该患者血压异常，体温高达
39.5℃。为挽救患者生命，两人一
边持续为患者采取物理降温、按摩
等急救措施，开展心理疏导平复情
绪，一边积极联系患者家属，通知最

近站点医院做好救治准备。在此期
间，他们一直守护在患者身旁，监测
生命体征，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到达兰州站后，因救护车无法
抵达站台，两人在做好防护措施后，
背起患者，转运至出站口等待的救
护车上。经医疗机构诊治，该患者
为药物服用过量，并伴有急性胰腺
炎。因救助及时，患者到医院不久
后，身体状况逐渐稳定。

王利炜、王龙：返乡列车上的生死营救

李丽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
人民法院工作，也是一名红十字救
援队员。在法院日常工作中，她积
极运用红十字救护知识，多次挽救
他人生命。

2022年 6月 10日，一位八十多
岁的老人，因子女赡养纠纷来法院
进行起诉，但因对法律程序不了解，
无法提前准备起诉材料，无法现场
立案，老人产生误解，以为不能起
诉，一时情绪激动，突然倒地，呼吸
急促紊乱。值班法警立刻通知李

丽，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在红
十字救援学习到的知识，迅速判断
出这位老人是呼吸式碱中毒，立即
根据相关要求实施救援，引导老人
调整呼吸，并给其带上口罩，指导其
自主减缓呼吸频率。等120急救人
员到达现场时，老人已在李丽的指
导下，恢复正常呼吸，送医院进行进
一步治疗。

2022年 5月 16日，一名被执行
人的房屋被花山区人民法院依法拍
卖，被执行人在房屋被拍卖后，来法

院立案大厅要求见执行法官，值班
人员安排其在接待室等候。等待的
过程中，被执行人情绪逐渐激动起
来，因年纪较大，突然晕厥并直接瘫
倒在地。李丽迅速赶到现场，通过

“一看，二听，三感觉”的救援流程对
其进行系统检查，发现老人心跳过
速并伴有心梗迹象，立即给他服用
速效救心丸并拨打 120，并在老人
身旁不断观察其生理状态，120到
达现场时，老人已心跳已趋于平稳
并恢复意识。

李丽：是法警，也是红十字救护员

李琴，1982 年出生，江西省新
余市红十字会注册救护师资。

2015 年从事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以来，李琴一直致力推动新余
市民的救护意识和技能，在市红十
字会的组织下，不顾风雨寒暑走进
全市救护培训 51500 余人，成功挽
救他（她）人生命累计12人，电话指
导救人数十例。

2020 年 10 月 16 日，李琴在前
往渝水区红十字培训基地讲课途
中，目睹两位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

被撞，其中一名行人意识不清醒。
李琴立即施以援手，取来毛毯给伤
员盖上保暖，并时刻记录伤员的脉
搏，防止心跳骤停立刻采取急救措
施，并安抚另一位同行伤员，直到
120的到来，她才赶紧赶去上课。

2019年8月17日19时许，她突
然收到来自第 58 期救护员培训学
员郭某添加好友的消息。刚通过好
友验证，便传来郭某的消息，告知自
己的父亲不对劲，说话含糊不清。
她通过了解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后，初步判断疑是脑卒中，立即丢下
自己的事情，指导郭某现场救护并
建议他立刻送医院。

在李琴的坚持下，郭某引起了
重视，立即和姐夫把父亲送往医院，
到达医院后，医生诊断为脑梗。

事后，郭某心有余悸地对她说：
“非常感谢您及时出手相助，幸亏有
了您的及时指导和建议，否则我的
父亲恐怕生命难保，您不仅是我的
老师，更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

李琴：致力推动“救”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