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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河口区举办生命教育知识竞赛
本报讯 （河红）近日，山东

省东营市河口区红十字会联合河
口区实验中学等学校举办红十字
生命教育防灾避险知识竞赛，
1000余名学生参加。

玄武区急救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玄红）6月 9日，江

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十字志愿者
走进南京市红十字会冠名学校洪
武北路小学，为该校六年级 100
余名学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万载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本报讯（万红）6月10日，江

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政法委联合县
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培训。

句容开展未成年人急救培训
本报讯（杨森焱）6月11日，

江苏省句容市崇明社区组织亲子
家庭举办“关爱生命，守护成长”
未成年人应急救护知识社区广场
培训活动，邀请红十字救护讲师
讲授救护知识和急救技能。

康平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康红）6月10日，山

东省临沂市临港康平医院红十字
应急救护队应邀为山东中再生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
月——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
活动，共200余名员工参加。

洛阳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本报讯 （洛红）近日，河南

省洛阳理工学院红十字会为参加
暑期社会实践的学生进行急救知
识培训。

良庆区防溺水知识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农艺锴）6月9日和

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
庆区红十字会分别到那团小学、
银岭小学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暨防
溺水知识技能培训，共 1400余名
在校师生参加。

遂川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遂红）日前，江西

省吉安市遂川县红十字会联合遂
川救援队分别来到雩田中学、西
溪中心小学等6所学校开展防溺
水安全教育暨应急救护培训。

招远开展水域救援联合演练
本报讯 （招红）6 月 12 日，

山东省招远市红十字利剑蓝天救
援中心组织莱州、莱阳、蓬莱、青
岛等5支救援队开展救援演练。

弋阳急救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汪安林）6月10日，

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红十字会师
资为 200余名谢叠山小学师生开
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隆昌开展先心病筛查
本报讯 （隆红）6月 8日，四

川省隆昌市红十字会联合绵阳四
〇四医院专家组成员为该市 0-
14 岁疑似“先心病”儿童进行免
费筛查，并提出诊治意见。

咸阳应急救护培训进公安局
本报讯（咸红）6月10日，陕

西省咸阳市红十字会在咸阳市公
安局开展急救培训，30人参加。

东迁街道开展爱心义卖活动
本报讯（吴敏）6月11日，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东迁街道红十
字会开展爱心义卖活动。

横州开展防溺水安全演练
本报讯（杨彩玲）6月1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红十字会
组织横州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到
横州镇中心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
演练活动，3000余名师生参加。

金牛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金红）6月11日，四

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携手
聚玩公益组织开展“大手牵小手
文明路上一起走”小小环卫工志
愿服务活动，30个家庭参加。

河源开展先心病筛查救助活动
本报讯 （河红）6 月 8 日至

10 日，广东省红十字会、河源市
红十字会联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等单位开展“红十字救
心行动”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免费术前医学筛查活动。

利津应急救护培训进党校
本报讯（董强）6月10日，山

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应邀
为县委党校科级干部培训班举办

“珍重生命、远离猝死”主题公益
讲座，共计49名科级干部参加。

闻“汛”而动，筑牢“红色”防线
江西多地红十字会开展防汛抗洪救援行动

本报讯 （赣红）连日来，江西
省多地遭遇连续性强降雨，造成赣
州市境内崇义、赣县、龙南、全南、瑞
金等地洪涝灾害严重。赣州市各地
红十字人闻“汛”而动，不畏艰险、驰
援一线，汇聚力量、共抗灾情，在洪
水中筑起一道亮眼的“红色防线”。

灾情发生后，赣州市红十字会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市红十字
救援队和南康、信丰、龙南、安远、寻
乌、兴国、瑞金红十字救援队 96 人
携带各类救援设备先后前往赣县韩
坊、龙南桃江、瑞金市等多地灾区开
展救灾救援，协助转移危险区群众、
紧急救援被困人员累计 1108人次，
保护灾区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6 月 14 日，寻乌县红十字救援
队在瑞金市长征大道驾驶救生艇经
过时听见急促的求救声，因水压门
打不开，一家三口被困在商店阁楼，
其中有一个仅两个月大的小宝宝，
情况紧急。因洪水造成停电，当时
现场没有合适救援工具，红十字救
援人员只能以手为桥、以肩为梯，通
过用手托举小宝宝、让被困大人踩
着队员肩膀的方式从二楼下来，安
全转移到救生艇上。

同日，正在龙南市参与救灾的
信丰红十字救援队接到紧急求助，
桃江乡一女子突发心脏疾病需紧急
送医。接到求救后，红十字救援队
不惧风雨，赶忙来到龙南市第一人

民医院接到 120 医生之后，携带冲
锋舟赶往女子家中。经过近3个小
时努力，成功将女子接到并送至医
院。因送医抢救及时，该名女子病
情转危为安。

为了给灾区群众提供物资援
助，赣州市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在腾
讯公益平台上发起了“博爱虔城，共
抗洪灾”公益项目，为全市爱心人士
和爱心企业捐助开辟通道；龙南市
红十字会通过当地主流媒体发布募
捐倡议书，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号召
社会各界向灾区奉献爱心、传递温
暖，支持灾区救灾和复产工作。爱
心市民和企业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通过线上和线下捐款的方式为灾区

捐款 227 万元，为全市的防洪救灾
工作汇聚了人道力量，帮助灾区群
众增强信心、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收到部分乡镇受灾严重的报告
后，江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第一时
间调拨了一批赈灾物资发放到灾区
群众手中。目前已经为赣县发放赈
济家庭包300个、上犹县60个、大余
县 100 个，下发给崇义县赈济家庭
箱 500 个、全南县 150 个、瑞金市
300 个、龙南市 300 个，物资价值共
计 46.7万元，将满满的爱心和关怀
送达灾区，为灾区群众提供生活保
障，帮助他们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6月19日，暴雨持续来袭，景德
镇市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为做

好 2022 年中考保障及城市内涝救
援工作，市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瓷
都救援队为中考考生保驾护航。

19 日 6 时，红十字瓷都救援队
34名队员陆续从家里出发，赶到河
西梅苑、茶山、十九中、十三中、黄泥
头等点位集合，开展中考保障和低
洼地带救援工作。

滂沱大雨中，各点位的红十字
救援队队员始终坚守岗位，在点位
附近巡逻，联合交警维护水淹路面
的秩序，随时做好救援准备。在梅
苑点位值守的汽摩支队队员发现有
位市民因车辆碰撞受伤，第一时间
上前为伤者检查、处理伤口，主动维
持路面秩序，直到伤者安全离开。

生命教育进行时
6月17日，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在凤凰实验中学组织开展

2022年红十字生命教育防灾避险知识竞赛活动，1000名红十字青少年参
加。 （利红）

江苏盐城红十字医院成功救回心梗患者

生死关头，AED再立新功
本报讯 （王金海）6 月 12 日周

日，江苏省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盐都区第
四人民医院（区红十字会团体会员
单位）联合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一
名老年患者突发心梗险情，现场医
护人员迅速伸手，齐心协力挽救患
者生命。

当时，两家医院的多个科室主
任和业务骨干在义诊区为前来问诊
的群众提供健康服务。9 时刚过，
一名叫蔡文锦的老人来到医院内科
诊区询诊，他自述患有糖尿病和高
血压，当天早晨起床后就感觉心慌
胸闷，早听说卫生院今天有专家义
诊，所以赶紧过来，到现在已有3小
时了。

接诊的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资深主任医师吴春阳立刻
安排心电图检查，结果很快出来，诊
断其患有急性心肌梗死，需要立即
转到上级医院做急诊介入手术。“要
把血管抓紧时间开通，请立即拨打
120准备转运！”

在等待救护车前来的时间内，
医护人员依照医疗流程对蔡老进行
了药物治疗，并与他及家属平和交
流，一切都有条不紊。

9时 41分 25秒，蔡老突然出现
异常，倒在了急诊内科诊室的地板
上，疑似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因蔡老已确诊有急性心肌梗死
病灶，在场急救经验丰富的大冈中
心卫生院内科副主任医师丁顺庆立
马将蔡老的身体就地放平，迅速跪
在他的右侧，第一时间给老人进行
胸外心脏按压，并紧急请其他人员
到急诊室取 AED（自动体外除颤
仪），这台救命神器是去年秋天盐都
区红十字会统一为全区医疗卫生机
构配置的。

9 时 43 分，吴春阳及盐城市第
三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张海
玲、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海华及大
冈中心卫生院急诊科医护人员闻讯
纷纷赶到现场，两人一组互相配合，
轮流为蔡老进行心肺复苏；

9时 44分，开始用AED进行定
位和复律；

9 时 54 分，在医护人员的密切
配合和不懈努力下，经过10余次的
除颤和持续的心肺复苏，蔡文锦的
生命体征终于逐渐恢复。

“我们跑赢了死神！要维持好
状态，为他的后续治疗进行更好保
障！”医护人员将肾上腺素注入蔡老

的体内，保持呼吸同时对他进行心
率、血压、缺氧监测。

10时整，救护车到达盐都区第
四医院门口，大家看到心电图机上
出现的是相对正常的心率波形，这
才松下一口气。随即，蔡文锦被转
到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急诊手
术。在多科室综合积极救治下，蔡
文锦从死亡线上成功地被拉回，在
场的医护人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直心急如焚的蔡老亲友纷纷为医
护人员点赞。

“感谢医生护士，是你们把我父
亲从鬼门关拽了回来！真的太感谢
了！”蔡文锦的女儿饱含热泪。

“救死扶伤是医护天职！我们
会把大家的信任作为我们更好更
优为群众健康服务的动力！此外，
当下生活节奏较快，人们压力较
大，心肌梗塞发生的频率越来越
高。当感到急性胸痛或者确定心
梗的时候要立即拨打 120，转到有
条件的医院立即就诊；另一方面，
要通过红十字会、急救中心多多学
习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知识，提高
自救互救能力，共同保护自身和他
人健康。”参与救助的医护人员表
示。

浙江台州：这堂课走进了校车司机心里
本报讯（浙红）6月16日，浙江

省红十字会“百名名师百堂公开课”
活动走进台州市爱巴士校车运营有
限公司。活动邀请中国红十字会
（浙江）心理救援队核心成员陈海支
为 100 余名校车司乘人员授课，并
为他们答疑解惑。

台州市爱巴士校车运营有限
公司共有校车 58 辆、司乘人员 108
名，承载着椒、黄、路三区中小学
3000多名学生的上下学接送任务。
该公司副总经理、首席安全官赵志
刚表示，校车安全责任重大，虽然
现在校车上都装有视频监控、GPS

定位，以及校车出发前的安全监管
等，但司乘人员的身心健康同样对
校车的安全驾驶有着一定的影响。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校车的司乘
人员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及时排除
因心理问题对校车驾驶造成的危
害。

为此，陈海支根据校车驾乘人
员的特殊性，从影响校车司乘人员
心理问题的自然因素、自身因素、社
会心理因素等根源上的因素出发，
深入剖析，提出解决方法，让他们保
持良好的情绪，安全驾驶。最后，陈
海支通过司乘人员的提问，有针对

性地为他们答疑解惑。
52 岁的校车司机蔡士兵驾驶

校车已有四年半时间，最大的压
力是经常碰到堵车和学生上车迟
到，一方面需要保持校车的驾驶
安全，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学生上
学迟到，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听
完讲座后，他感觉受益匪浅：“作
为一名拥有 28 年驾龄的司机，要
学会适应和处理驾驶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突发事件，在工作中及时
排除因家庭和生活带来的不良情
绪，保持良好的状态，才能安全地
完成任务。”

辽宁鞍山志愿者培训途中成功救助气道异物梗阻学生

正确施救，化险为夷
本报讯（鞍红）6月14日，辽宁

省鞍山市高新区某校园内上演惊险
一幕。该校一学生因吞食异物造成
气道异物梗阻，呼吸困难，情况紧
急，所幸鞍山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师
资正在该校授课，及时发现并正确
施救，才化险为夷。

当天 14时许，鞍山市红十字应
急救护师资应邀来到某学校为校医
和体育老师进行应急救护培训。授
课过程中，一名教师带着一名男学
生过来寻找校医，“当时男孩面红耳
赤，一只手掐着脖子，脸憋得通红，
呼吸不畅，已经说不出话了”。据老
师描述，孩子是因为误吞咽异物造
成现在的状态。红十字应急救护师

资刘丹第一时间到男孩身边询问情
况，判断为气道异物梗阻，在另一名
师资来丽娜老师的协助下，从背后
环抱住孩子，用力收紧双臂，向孩子
腹部上方施压进行紧急施救。经过
四次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法，大约
过了十几秒，成功使学生吐出气道
中的异物，恢复正常呼吸。刘丹松
了一口气的同时，建议班主任通知
家长到医院进行复查，确保万无一
失。

整个急救过程中，两名红十字
救护师资操作规范、手法娴熟，在场
老师和同学纷纷为她们的救人善举
点赞：“看来学急救真是有时刻不再
是无奈和等待，而是救人。”

山东莱西6台“救命神器”上岗
本报讯（马文娇）6月16日，山

东省莱西市公共场所首批 AED 捐
赠投放仪式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
培训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

此批捐赠的 6 台 AED 由青岛
恒通置业有限公司通过莱西市红十
字会捐赠，将投放到行政审批中心、
利客来购物中心、月湖广场、人民广
场、汽车站等人员集中、人流量大的
公共场所，为全市人民的生命健康

增加一份保障。
下一步，莱西市红十字会将结

合“作风能力提升年”与“下沉一线
办实事”系列活动的开展，对投放单
位定期开展应急救援知识和 AED
使用培训，并切实使用好、维护好、
管理好AED，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高水准的应急救援服务，让“急救神
器”真正在保护生命和健康方面发
挥作用。

教育急救试点工作初显成效
——江苏无锡锡东高级中学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侧记

■ 戴凤华

江苏省无锡市锡东高级中学
（以下简称“锡东高中”）是首批全国
急救教育试点学校，也是江苏省红
十字示范校。近年来，锡东高中在
省市区三级红十字会的大力支持
下，应急救护工作围绕生命教育基
地，以“生命之光”急救教育课程和
应急救护特色校本课程为两翼，开
展形式多样的生命健康和应急救护
教育活动，应急救护培训基本实现
全覆盖，取得实际成效。

完善硬件设施配套，营造应急
救护学习氛围

在红十字会的大力支持下，学
校建有生命教育基地。基地主要分
为前言区、消防安全体验区、交通安
全体验区、地震安全体验区、防溺水
安全教育区、应急救护体验区以及
综合培训室。各体验区配备有相应
的模拟体验设施，让学生有身临其
境、真操实练的深刻体会。

2021 年 9 月，学校又分别在体
育馆、教学楼、宿舍配备3台自动体
外除颤仪（AED）设备,除了对体育教
师、校医、班主任、舍管等进行救护
培训，全校学生每年也会定期开展
CPR+AED使用操作复训，学校通
过配齐硬件设施，让学生真正学会、
学好急救技能，在意外发生时有保
护自己和帮助他人的能力和底气。

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宣传应急
救护文化

学校联合无锡市锡山区红十字
会、锡山人民医院等单位，在多位红
十字资深讲师和专业医护人员的帮
助下，开发了一门以普及急救知识、
学习救护技能为主的生命安全教育
课程，即“生命之光”教育课程。先
后开展了心肺复苏、消防安全教育、
防溺水防中暑安全教育、海姆立克
急救法、烧烫伤急救知识等系列宣

讲。
学校有效利用世界红十字日、

国家防灾减灾日、世界急救日等时
间和节点，大力宣传应急救护知识
文化。组织学生观看了应急救护公
益宣传片、举办红十字知识普及宣
讲会、参与《生命四分钟》宣传视频
拍摄、开展地震科普宣讲等活动，均
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学校还充
分利用电子屏幕和楼道公告栏宣传
红十字文化，动员更多锡东学子学
习急救、学会急救、敢于施救。

应急救护课程纳入体育课，师
资培训实现持证上岗

学校积极承办区教育系统内的
救护员培训工作，且本校教师、职工
积极参与救护员和救护师资培训。
学校现有救护师资 4 人、初级救护
员 30 人，整体教育师资力量丰厚，
能够满足日常的教育、培训需要。
学校全体体育教师均具备初级救护
员证，实现应急救护教学持证上岗。

从 2021年起，正式将系统化的
应急救护课程纳入体育课教学，每
学期开展 4 课时的应急救护培训，
由学校体育教师进行授课，课程纳
入学分管理。积极践行江苏省红十
字会、省教育厅联合开展的“救在身
边 . 校园守护”行动。随着学生逐
渐深入学习生命课程，学校也准备
按年级规划教学内容，并编写符合
各年级学生学习特点的应急救护课
程校本教材。

今年 6 月，锡山区红十字会派
专业师资到校，带领高考结束的毕
业生开展急救技能培训，通过考核
的学生颁发证书，让学生拿着救护
员证和高中毕业证实现“双证毕
业”，这也是献给即将跨入大学校门
学生的一份特殊技能礼物，希望他
们在进入更高的学府后能继续坚持
学习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做一名
有责任有担当，关键时候能冲上的
新时代好样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