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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基层红会信息

红十字“帮你回家”
——江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易走失人员定位手环项目侧记

我为群众办实事

■ 记者 杨振宇

“感谢红十字会，现在我和两个
女儿的手机都与老伴儿的手环绑在
一起了，再也不怕他走丢了！”2022
年 6月 16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
金匮苑社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
陈老伯家中，回访市红十字会“帮你
回家”定位手环的使用情况。此前，
72岁的陈老伯曾多次走失，最危险
的一次，经过整整一夜，家人才终于
在警方协助下找到了老人。老人回
家后，社区红十字会上门为其配发
定位手环，预防意外发生。这是无
锡市红十字会与市公安局合作开展
的“红十字——帮你回家”易走失人
员定位手环项目。

截至 2021 年 7月，市红十字会
已向全市 1500 余名患有阿尔兹海
默症等易走失老人免费配发定位手
环，实现了“佩环”人员“走失零报
警”。2022年9月，在第六届江苏慈
善奖表彰大会上，红十字“帮你回
家”易走失人员定位手环项目获“最
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

助力老人“平安出行”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
我国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数持续攀
升。目前，全国有近 1000万患有阿
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每年走失老人

约50万，无锡市公安局每月接到走
失报警近200起。

每一位老人的走失，都可能成
为一场家庭悲剧。帮助走失人群安
全回家，是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应尽
之责。2018年 6月 27日，江苏省无
锡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公安局举行
——“帮你回家”公益项目启动仪
式。该项目开发了易走失人员定位
手环信息平台系统，将定位手环免
费发放给无锡市患阿尔兹海默症、
易走失的老人。

受助老人佩戴定位手环，监护
人可通过手机 APP 随时查看手环
佩戴人实时地理位置，变被动寻找
为主动看护。如遇老人外出走失，
定位平台可查看历史运动轨迹，缩
小查找范围，确定查找位置。若老
人无法找到家人，市民可以拨打
110 报警电话寻求帮助，市红十字
会将与市公安局建立联动机制，发
挥红十字志愿者力量，参与帮助搜
寻，帮助走失人员平安回家。

项目启动至今，共免费配发定
位手环1505个，投入经费210万元。
据无锡公安 110 指挥中心统计，全
市 60 岁以上老人走失报警率环比
下降 11.5%，实现佩戴手环人员“走
失零报警”。

该项目被评为 2019 年无锡市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百优案例，并纳

入当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入
围 2021年国家发改委“运用智能技
术服务老年人示范案例”评选，活动
情况被媒体广泛报道，智慧服务老
人的“无锡经验”得到公安部推广。

“‘无锡经验’突出专业化建设，
突出社会化服务，突出市场化运
行。”无锡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红十字会与市公安局建立易
走失人员定位手环专业智能平台，
采用 GPS+北斗+LBS+WIFI+G-
Sensor+AGPS 等六重定位模式，开
展手环精准定位、设置电子围栏、开
展轨迹查询等数字管理；与市公安
局建立佩戴手环人员走失搜寻联动
制度，各市（县）区红十字会均成立

“帮你回家”项目志愿服务队，每季
度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上门随访，
指导手环使用、听取意见建议；推动

“帮你回家”定位手环项目上线腾讯
公益平台并参与“99公益日”活动，
广泛发动爱心人士“一块儿做好
事”，同时依托“警营开放日”“红十
字博爱志愿行”“红十字博爱周”等
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线
下宣传活动，让更多人了解项目、奉
献爱心。

携手普及“防丢神器”

2019 年 10 月 24 日傍晚，无锡
市仲阿姨独自上街散步时迷路，家

人联合全村人找寻了整整一晚都
没有找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在几
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找到了仲阿姨。
当时她意识不清，无法沟通，已经
走了整整 16 小时的路。看着虚弱
憔悴、委屈无助的仲阿姨，家人心
疼不已。

不久，无锡市红十字会为仲阿
姨免费发放了定位手环。戴上手环
后，平台端和手机APP 的屏幕上立
即弹出了仲阿姨的实时位置，数据
每隔15分钟刷新一次。她的家人还
以家为圆心、500 米为半径设置了

“智能围栏”，一旦仲阿姨走出这个
范围，就会触发系统告警，系统会立
刻通知家人和平台管理人员。自从
有了定位监护，仲阿姨的家人松了
一口气，她再未发生走失。

仲阿姨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无
锡市红十字会和市公安局的共同努
力下，越来越多的易走失人员申请
了该项目的帮助，定位手环成了“防
丢神器”。

“曾经有一位家属，一年多时间
里因家人走失报警 80 余次。项目
实施后，我们再也没收到佩戴手环
老人的报警。”无锡公安局指挥中心
副主任王仲军说。

“红十字——帮你回家”易走失
人员定位手环项目面向无锡市户籍或
者持本地居住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精神障碍、智力障碍等易走失对象。
符合条件的人员可由其监护人

向当地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填写项
目申请表，并提供居民身份证、户籍
证明（居住证）、有关医院疾病证明
等相关材料。经户籍所在地、街道、
区红十字会初审，盖章后报市红十
字会。市红十字会审核后，向符合
条件的对象免费发放定位手环，并
对受助人（或监护人）进行操作培
训。

项目实施3年来，逐步建立并完
善了手环的申请、审核、发放的管理
机制，手环使用的日常督导和定期培
训、走访的服务机制，与市公安局建
立佩戴手环人员走失参与搜寻的联
动机制，手环设备维修、更换和回收
再利用的更新机制，提升服务质量、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可持续发
展机制，项目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
和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任务的考核机
制，为项目的实施发展找准了“出发
点”、夯实了“落脚点”。

无锡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继续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动
员社会各界关心参与“智慧”助老行
动，不断优化“智能产品—匹配服务
—长效机制”工作闭环，以科技“加
持”让文明实践和健康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老年群众。

为保障人民群众春节期间平安出行，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1月6日上午，安徽
省宿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宿州火车站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开展2023年平安出行“救”在
身边红十字会应急救护与春运同行培训活动。 （董虎）

备战春运

呼市获捐143.5万元防疫款
本报讯（呼红）1月5日，上海

沪联扶贫公益中心紧急调配驰援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爱心防疫
物资顺利抵达。本批爱心防疫物资
价值143.5万元，包括成人口罩、儿
童口罩，共计3502200个。

心泉志愿服务队慰问特困老人
本报讯（曹慧）2022年12月

29日，湖北省鄂州市西山社区联
合鄂州市红十字心泉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将自筹购买的“暖心家庭
包”送到顾大爷、宋大娘两户高龄
特困老人家中，包括土鸡蛋、饮
料、面条、口罩、黑木耳、粉丝等生
活用品及药品。

云河药业向元江红会捐赠药品
本报讯（宋燕）2022年12月

22日下午，云河药业向云南省元
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红十字
会捐赠清肺抑火片 800 盒、感冒
清热颗粒300盒、清火栀麦片120
袋、强力枇杷露60瓶。

惠州签约首批应急救护培训中心
本报讯 （惠红）2022年12月

20日，广东省惠州市红十字会、市
第一人民医院、惠城区红十字中医
医院联合举办首批惠州市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中心签约揭牌仪式。

佛山开展亲子急救普及活动
本报讯（佛红）2022年12月

17至 18日，以“急救从小识 彩虹
向未来”为主题的亲子类急救活
动在广东省佛山市岭南明珠体育
馆举行。

湘阴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湘红）2022年12月

19 日、20 日，湖南省湘阴县红十
字会邀请湖南省岳阳市应急救护
培训中心徐湘平、范春林等 4 名
老师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湖州慰问一线医务人员
本报讯（湖红）2022年12月

29日，浙江省湖州市红十字会将
募集到的 25 万元慰问金发放给
新冠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

黄岩区向老人发放爱心健康包
本报讯 （黄红）近日，浙江

省台州市黄岩区各乡镇街道红十
字会积极行动，向 60岁以上老人
发放防疫爱心健康包，包含一些
常用药物以及口罩等健康用品。

匠心公益基金捐10万元防疫物资
本报讯（龙红）2022年12月

27日，浙江省龙泉市红十字会建
筑业匠心公益基金支出 10 万余
元购置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并通过建筑业协会、龙泉市
红十字会发放到47家企业、19个
乡镇（街道）助力疫情防控。

温州爱心企业捐10万只口罩
本报讯（温红）2022年12月

27日，浙江一益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向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红十字
会捐赠 10 万只 KN95 口罩，温州
市康莱方医用塑料有限公司向龙
湾区红十字会捐赠 4万只医用口
罩。

隆昌博爱驿站入驻职工之家
本报讯 （隆红）近日，四川

省隆昌市红十字会在隆昌工会共
享职工之家打造了一个服务群众
的新阵地——“博爱驿站”。驿站
内设桌椅、饮水机、急救箱、便民
纸巾、便民背包等设施和物品。

樟树关爱麻风病休养员
本报讯 （樟红）1 月 6 日，江

西省樟树市红十字会与市卫健
委、市民政局等组织联合慰问
麻风病休养员，为 4 位休养员共
送上 6400 元慰问金，以及被褥、
衣物和五洲医药捐赠的药品、
防护口罩、大米、食用油等慰问
品。

潮州红会举办防艾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讯 （潮红）近日，广东

省潮州市红十字会在韩山师范
学院开展以“实现平等 终结艾
滋”为主题的防艾知识宣传系列
活动。

韶关爱心企业捐赠医疗物资
本报讯 （韶红）2022年12月

28日，华生药业有限公司向广东省
韶关市红十字会无偿捐赠一批医
疗物资。

阳江水上救援队举办演练活动
本报讯 （阳红）2022年12月

10至11日，广东省阳江市红十字
水上救援队培训演练活动在海陵
岛举办。

■ 甬红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
是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东西部对口
协作地区。2022年，宁波市红十字扶
持项目——“书香润乡村”仑美益平
米图书角项目，累计募集价值近200
万元的物资，包括课外书籍、冬装以
及学习用品等，在美姑县14所学校
建立84个图书角，助学结对38人，将
红十字的博爱送到两千公里外。

为山区孩子打开一扇窗

“书香润乡村”仑美益平米图书
角项目发起人为北仑新碶博爱志
愿服务中心主任、芙蓉社区红十
字博爱志愿服务队队员王华峰。

“2021年我们去美姑县考察过
几次。发现当地学校的硬件设施还
不错，但图书资源匮乏，尤其是课外
读物单一且不足。”王华峰说，当时在

北仑区教育局、新碶街道的支持下，
在学校、社区及一些企事业单位掀起
一股捐书热潮，第一批筹得2万余册
书籍。还有两家爱心企业出资3万
余元，采购并定制了56个实木书架。

2021年10月19日，首批图书角落
户美姑县两所小学，每个教室里都摆放
了书架及200余册书籍。孩子们脸上的
雀跃和惊喜，王华峰至今记忆犹新。

2022 年，爱心持续发力，目前
美姑县已有 14所学校建立了 84个
图书角，配备了5万余册书籍。

为了确保书能“活”起来，每个
教室的图书角都配备了借阅册，驻
扎在那里的志愿者钱平不定期跟踪
图书角的阅读情况。“半年时间，仅
仅是拉马镇小学，借阅量已经达到
1万余次。”

32220件新年礼物

2022 年 9 月，该项目将募集到

的一批童装和文具捐赠给凉山州的
孩子们，还进行校校结对，开展两地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学习，并承
办北仑-美姑书香夏令营，让7位来
自美姑县的“阅读之星”走出大山，
在北仑度过了难忘的5天。

近日，该项目又向凉山送去一
批爱心物资，那是北仑人民送给大
山孩子的32220件新年礼物，包括2
万册课外书、3670 个新书包、4200
本笔记本、4000 支笔、150 个笔袋、
200 条手工围巾等，总价值 50 余万
元。

“我们计划用5年时间，将图书
角覆盖美姑县 39 所学校。”王华峰
说，“让大山里的孩子读更多的书，
了解外面更大的世界，让更多大山
里的孩子走出大山。这是仑美益平
米读书角项目的目标，也是所有参
与项目的好心人的心愿。”

宁波红十字扶持项目为四川美姑14所学校建立84个图书角

红十字将书香送到两千公里外

本报讯 （彭红）近日，四川省
成都市彭州市龙门山镇一名游客不
慎受伤被困山中，彭州市龙门山红
十字山地救援队联合当地消防、警
务、医疗等力量开展紧急救援，成功
将被困游客救出。

2022年12月10日12时19分，彭
州市龙门山镇人民政府接到通济消防

中队来电，龙门山镇九峰村有一名游
客钟某从观音崖失足落下受伤，被困
山中，请求救援。接报后，龙门山镇迅
即安排彭州市龙门山红十字山地救援
队带上装备和物资，联合当地消防、警
务、医疗等部门进山展开救援行动。

救援队员立即与被困游客取得
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加速前

往救援。12 月的九峰山早已被冰
雪覆盖，进山道路湿滑陡峭。16时
30分，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找到被困
游客，经过医务人员简单处置后，将
其固定在担架上，由救援队员运送
下山。经过 5 个小时的艰难救援，
救援队员成功将被困游客转移到山
下安全地带。

龙门山山地救援队成功救出被困游客

本报讯 （陈玉琴）1月 6日一
早，安徽省淮南市爱心大妈“微力”
再次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捐款
2200 元，作为新年送给自己的一
份特殊“礼物”。这是老人连续 9
年捐赠爱心款。

对于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爱
心大妈，淮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已十分熟悉，从 2015年至今，她每
年新年都会来捐款。老人一直不
愿意透漏真实姓名，以“微力”的名
义捐款。

工作人员在与老人交流中得
知，大妈姓“卢”，是地地道道的淮
南人，年轻时调到了江苏连云港一
家企业工作，退休后又回到淮南安
享晚年。

老人退休金不算高，但她生活
非常节俭，想把省下来的钱为家乡
作点贡献，于是9年前第一次走进
了淮南市红十字会捐款1000元。

随着退休金不断提高，老人捐
款的金额也逐年增加，9年共捐款
11600元。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如
今的生活吃穿不愁。国家那么
大，总有遇到这样那样困难的
人，我愿意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
别人的事，帮助了别人自己心里
也舒服。”老人说，自己还会继续
捐下去，也许这点捐款微不足
道，但微薄的力量也能给需要的
人点亮一点光。

淮南“微力”大妈连续9年新年捐款

盐都将应急救护列入民生实事
本报讯（王金海）1月3日，由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提
出的提升应急救护能力项目被正
式列入 2023 年盐都区“十件民生
实事”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 180
万元，在全区54所中小学各配置1
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并在区
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建设应急
救护实训体验中心。

这 是 继 盐 都 区 红 十 字 会
2020 年 来 先 后 在 大 型 商 超 、车

站、为民服务大厅、农贸市场和
镇村医疗机构布设 70 余台 AED
的基础上，又一次实施民生安全
保障项目。

通过该项目，AED 布设将进
一步覆盖重点场所和人群，实训体
验中心将为广大干群接受安全教
育、学习急救知识、参与拓展体验
来增强安全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
力，提供科学性、趣味性和体验性
齐具的优质阵地。

本报讯 （江红）2022年，浙江
省宁波市江北区红十字会完成应
急救护持证培训3733人，达到户籍
人口的 1.3%；普及培训 17196 人，
达到户籍人口的6.1%；AED投放合
计98台，达到每万人3.5台，三管齐
下构建“救在身边”安全体系。

为保证培训质量，区红十字
会专门成立了由12名优秀师资组
成的江北区应急救护名师工作
室，主要承担培训教学、课题研
究、志愿服务、应急救护等工作，
为救护培训全域展开、优质增量

完成提供师资保障。
区红十字会还重点开展“救

在身边”机关先行、交通救护伴
行、亚运同行、校园守护等专场活
动。同时把救护培训列入江北区
稳就业惠民生攻坚行动方案中。
通过“江北工匠”技能增富行动和
甬爱 E 家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全
社会的应急救护技能。

为确保生产企业顺利验厂，
区红十字会根据企业工作安排，
灵活安排上课时间，共计为 50 余
家企业安排救护培训课程。

江北红会2022年应急救护培训3733人

呼和浩特红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呼红）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走
进马鬃山滑雪场，为 60 余名滑雪
教练开展初级救护员技能培训。

培训中，市红十字会培训老
师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演示相
结合的方式，对心肺复苏、AED
使用、创伤包扎等内容作了详细
讲解，向学员强调了应急救护

“黄金 4分钟”的重要性。

66人通过考核并取得初级红
十字救护员证。大家纷纷表示，
这是一堂生动的生命安全教育
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通过学
习掌握了基本的急救技能，有效
提高了应对突发意外事件的现场
处置和应急救援能力，在今后的
工作生活中将做到学以致用，充
分发挥此次培训所学的急救知识
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