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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上饶救援队救助受灾群众
本报讯（上红）6月21日，江

西省上饶市红十字救援队 12 名
队员携带两艘冲锋舟前往水灾地
点广丰区胡峤镇双坑头转移群
众，运送方便面、饮用水、牛奶等
生活物资。

咸丰走访慰问困难学子
本报讯（咸红）6月17日，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
县红十字会对咸丰一中部分困难
学生进行走访慰问。

秦淮区持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黄莉）截至 6 月 18

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共有
3100人接受普及性培训、1995人
接受 CPR+AED 救护培训、839
人接受持证救护员培训。

西湖区开展系列宣讲活动
本报讯 （西红）6 月 14 日至

16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红十
字会组织“江小红”宣讲团进基层
开展红十字生命教育宣讲系列活
动。

塔城开展初级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塔红）6月15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塔城地区红十字会举办初级救
护员培训班。

遂川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本报讯（李杨峰）6月16日，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红十字会参
加由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
办的 2022 年“安全生产月”宣传
咨询日活动。

晋中参与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本报讯（张荣）6月16日，山

西省晋中市红十字会受邀参加晋
中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浦口区帮扶困难大学生
本报讯（何勇）6月17日，江

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红十字会在南
京审计大学开展定向帮扶少数民
族困难大学生活动，6 名学生接
受救助，每名学生受助3000元。

胶州救护培训进党校课堂
本报讯（胶红）6月16日，山

东省胶州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走
进市委党校课堂，为胶州市委党
校 2022 年春季学期领导干部进
修班、优秀股级干部培训班举行
4 课时（CPR+AED）救护知识培
训，60名学员参加。

池州进校园宣讲防灾减灾
本报讯（池红）6月10日，安

徽省池州市红十字救援队防灾减
灾安全宣传走进贵池区牛头山中
心小学。

临沭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王曙光）6月16日，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红十字会举
办2022年第1期防溺水暨初级救
护员培训班，来自全县 4 支红十
字救援队的30余名队员参加。

泸西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李本文）6月17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
西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公益培训
走进云南宏合新型材料有限公
司，为企业 100 余名员工培训应
急救护知识。

洛阳启动应急救护公益培训活动
本报讯（洛红）6月15日，由

河南省洛阳市红十字会、市妇女
联合会发起的全市妇女应急救护
公益培训活动启动。

南安应急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南红）6月15日，福

建省南安市红十字会、市科协、泉
州市红领巾通讯社、市小记者团
联合举办“成长守护者暨急救知
识进校园——让安全‘救’在身
边”活动。

南县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本报讯（益红）6月15日，湖

南省益阳市南县红十字会开展第
一期心肺复苏（CPR+AED）培
训，共61人参加。

雨花台区开展救护培训
本报讯（雨红）6月16日，江

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红十字会联
合南京电力设计院开展红十字救
护员培训活动。

栖霞为养老护理员开展救护培训
本报讯 （栖红）近日，山东

省栖霞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民政局
对养老服务机构的 38 名护理员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深圳宝安区红十字会探索“5分钟社会救援圈”，一个月成功救回51人

小培训撬动大民生
■ 罗裕昭 林锦乐

6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导师、中医院心
内科医生魏山寅在灵芝公园看到一
男子倒地后，及时对其施救，挽救了
该男子的性命；6月11日，流塘市场
一宿舍，一名1岁半的男童溺水，呼
吸心跳停止，孩子父亲用所学急救
知识对孩子进行心肺复苏、人工呼
吸紧急抢救；6月15日，福永新和社
区一男童被异物卡喉昏迷，一外卖
小哥及时采取“海姆立克急救法”对
其进行施救，孩子转危为安……

短短一个月时间，宝安的大街
小巷屡屡出现好心人利用急救技能
成功救人的案例。好心人敢救人、
会救人、能救人的背后，是宝安区卫
生健康局、宝安区红十字会、各街道
各部门等多方联动，坚持“健康宝
安，急救先行”理念，在全区开展大
规模的应急救护培训，探索“5分钟
社会救援圈”积极发挥的作用。

把握“黄金5分钟”，市民利用
急救技能成功救回51人

6 月 17 日，石岩人民医院水田
社康中心外上演了一场与死神赛跑
的生死营救，当天 15 时许，市民郑
先生突然心脏骤停，倒地不省人事，
家属见状赶忙大声呼救。

宝安区红十字会急救导师陈苗
闻声而来，第一时间对郑先生施以
心肺复苏进行抢救，但其仍然没有
恢复意识。随后，正在上班的张燕
平医生接力，并采取了 AED（自动
体外除颤仪）电除颤、肾上腺素静推
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并及时拨打了
120。“我们电除颤进行了8次，肾上
腺素推了 5 次，整个抢救过程持续
了 20 多分钟，最终患者恢复了心
跳。”张燕平回忆：“在社康与院前同
事的共同努力下，患者在转运送上
救护车前便转为了正常的窦性心
律。”经过及时抢救，郑先生转危为
安。

“在医疗界，有‘黄金5分钟’的
说法。心搏骤停患者的黄金抢救时
间是 4到 6分钟，每延长一分钟，抢
救的成功率会下降 7% 到 10%。”宝
安区红十字会负责人介绍，“把第一
目击者变成响应人，是成功救人的

关键所在。”
在宝安区红十字会的积极推动

下，宝安致力打造全民参与的“5分
钟社会救援圈”，提高辖区急救水
平，连续三年把公众急救培训纳入
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并由宝安区
应急医疗救援培训中心（挂靠在宝
安人民医院集团）统筹全区社会急
救培训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宝安重点针对
公务员、公安、网格员、楼栋长、保安
员、教师学生、义工、司乘人员、机场
工作人员及普通市民群众，开展了
3926 期培训，超 26 万人参加，在公
共场所安装1836台AED。

引入社会资源，设立宝安区应
急救护公益慈善项目

在政府财政专项采购配置的基
础上，由区慈善会牵头，采用慈善基
金、爱心企业认领包点等各种方式
分阶段分批推进，支持、补充、改善
政府在群众性急救培训投入不足、
急救用品配备不足的状况，共同构
建“宝安5分钟社会救援圈”，为“健
康宝安”贡献慈善、企业力量，守护

宝安人民的生命安全。
2021年，区慈善会向区红十字

会捐赠了 100 台 AED，区委书记王
守睿见证了捐赠仪式。今年，区慈
善会将继续向红十字会捐赠100台
AED，以进一步完善公共场所的
AED设备，同时号召全区的爱心企
业积极加入应急救护公益慈善项
目。

多方合力，创建全覆盖社会急
救培训“宝安模式”

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宝安创
建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专家指
引、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全覆盖
社会急救培训“宝安模式”。

2019年 6月 17日，由宝安人民
医院牵头成立的宝安区急诊专科医
联体正式成立，首批加盟医疗单位
共 20 家，如今加盟医疗单位达 26
家，联盟吸纳民营医疗单位 10 家，
全区各医疗机构急救站点增至 23
个，大幅提升了十分钟急救人口有
效覆盖率。同时，联同应急、消防、
交警、公安、网格等部门完善突发事
件中应急救援工作机制，构建“5分

钟社会救援圈”。
2021 年，宝安启动了“学校应

急救护普及行动”，将应急救护培训
纳入学校素质教育重要内容，纳入
学生军训教学大纲，将全区1.5万多
人培训为初级救护员。与此同时，
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将 120 急救系
统、AED定位管理系统、志愿者（培
训学员）定位系统、医院急诊出车系
统相关急救资源统筹协调，破解
120 急救车到达事故现场前，伤员
救治处于真空状态的问题。

据宝安区院外心搏骤停登记数
据库数据显示：宝安区旁观者心肺
复苏实施率由 2017年的 5%提升至
目前的 17.87%（一线城市平均水平
约5%，深圳为6.7%），院外心搏骤停
患者出院存活率达到 4.65%（国内
平 均 水 平 约 1.39%，深 圳 市 为
2.47%），这一数据在国内遥遥领先。

未来，宝安区卫健局将继续着
力提升急救能力，打造国内一流急
救网络，形成包括“社会急救、院前
急救、院内急诊和危重病救治”的

“四位一体”区域性急救医疗网络。
（宝安日报）

一起来上“红”课堂
江苏省盐城市第二小学是全国首批红十字示范校，建有红十字纪念

馆，课间该校红十字会小会员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红十字会馆参观，了解
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植根于孩
子们心中。图为该校东进路校区学生参观纪念馆，讲解员为红十字青少
年志愿者。 （薛飞）

浙江龙泉北斗救援队投身抗洪抢险一线，开展救助活动

暴雨中的红十字人

南京推动AED安全小区建设
房企物业成应急救护员新生力量，今年计划培养2000名救护员

本报讯 （南红）6月 23日，“关
爱生命‘救’在身边——AED（自动
体外除颤仪）设备落户小区暨人人
学急救项目”启动仪式在江苏南京
美的金茂芳原举行。启动仪式上，
南京市红十字会发布《关于在新建
楼宇和新建住宅小区安装AED》的
倡议，首台由房企自主引进的AED
设备正式落户南京美的金茂芳原小
区。

美的置业沪苏皖区域总经理蔡
建中表示，除南京外，美的置业沪苏
皖区域也将陆续在无锡、徐州等 11
城小区内配置AED设备,打造集急
救设备、持证救护员及应急救护知
识科普于一体的安全小区，让“安
全”成为美的置业新标签。

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张敏表示，家和社区不只
是生存的空间，房企在满足百姓宜
居、便利基础上，也应该满足百姓的
健康及安全需求，“我们倡议把
AED 的安装和物业人员的救护培
训，作为新建楼宇和新建住宅小区
的基本配建标准。让 AED 设置搭
上城市建设发展的快车，共同推动

急救设施和救护培训的推广”。
江苏省红十字会 2015 年启动

公共场所设置AED机项目，此后不
断深入推进。以南京为例，目前南
京所有地铁站点已经率先在长三角
地区实现了AED全覆盖，至2022年
底，南京AED安装总数将接近3000
台。

继公共场所设置AED外，南京
市红十字会又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
起新建楼宇和新建住宅小区安装
AED的倡议，美的置业沪苏皖区域
迅速响应，继首台设备进驻美的金
茂芳原后，另外两台也同日进驻在
建的美的山和宸园及已经交付的雍
翠园小区。

到 2025年，南京规划全市设置
5000 台 AED，达到每 10 万人配置
50 台的国内先进的水平。张敏表
示，社区配置AED既是对小区业主
负责，也是房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
现，“希望各房地产开发公司能积极
行动起来，共同支持参与到这一公
益活动中来，共筑‘黄金 4 分钟’生
命救护圈”。

据悉，美的置业沪苏皖区域首

批应急救护持证物业人员已经上
岗，自6月15日起，在江苏省红十字
会指导下，南通、无锡、镇江、南京等
9 城接力，当地红十字会进入美的
置业小区展开应急救护公益培训，
重点教学心肺复苏、AED 使用、海
姆立克等常见应急救护方法。

“拿到证的那一刻感觉自己身
上的使命感更重了。”无锡公园天下
物业管家郭海洋表示：“物业人员本
身服务在一线，守护万千家庭，社区
里老人和孩子比较多，有了这个证
之后，相信业主也能更放心了。”

镇江美的城业主杨女士表示，
作为一个 1 岁婴儿的宝妈，小孩子
很容易发生呛奶和异物卡喉的情
况，得知红十字会来自己小区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她十分惊喜：“心肺
复苏和海姆立克这些救命技能的
培训应该成为所有物业培训的标
配。”

“应急救护培训不是一时兴起，
更应该是常态化、长期的，美的置业
沪苏皖区域计划今年内培养 2000
名持证救护员，服务社区，服务社
会。”蔡建中表示。

合肥红十字会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庐红）6月24日，安徽

省合肥市红十字会召开第八次会员
代表大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虞爱
华，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张青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合肥市红十字
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合肥市

红十字事业发展五年规划（2022—
2026年）》，大会选举产生了市红十字
会第八届理事会、监事会，聘请虞爱
华、罗云峰为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聘请张怀科、戴夫为市红十字会名誉
副会长。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朱胜利为市红十字会会长，刘

波、吴娅娟、汪华余、谢华国、杨咸春、
张晓峰、周泽鸿、刘洋、程菲菲、吴林
红、盛阳、郭霞云等12人为副会长，朱
流砫、王浩、甄奎、胡晓玉、储建军、朱
永梅、倪兵等7人为常务理事；第八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袁捷为监事
长，王双全为副监事长。

本报讯（李廖珍）6月20日，浙
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遭受大暴雨天
气、河水暴涨、道路坍塌、主城区多
条道路积水，群众被困，情况十分危
急。龙泉红十字北斗救援队和应急
救援队第一时间组织一线队员迅速
投入抗洪抢险第一线。

6 月 20 日 9 时 30 分起，红十字
北斗救援队一线队员 22 人全员及
后备队员 51 人陆续参加到全市的
救援活动中。一线队员身着水域救
生衣，出动2辆救援车、2台快艇，第
一时间集结完毕，快速进入安新村
协助西街派出所组织群众撤退；并
持续转战城东小学、人民医院、城东
花园及武潭村等区域开展救助。

由于强降雨积水迅猛，水面下
情况难以判断，为确保师生、群众的
安全，队员们站在齐腰的深水里，用
人力牵引冲锋舟，一趟又一趟接送
师生和群众。

14时30分左右，救援队接到张
村的求助电话，迅速调配一台冲锋
舟出发。不料，途经城东花园下首
150米处，洪水突涨，救援车辆被大
洪水包围熄火，及时撤离人员后，洪
水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淹没整个车
顶，救援车辆冲毁报废。

当日，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凌
晨，共排除险情 6 处，解救转移儿

童、老人260余名。
6月 21日至 23日，随着洪水消

退，城区主干道路大量的淤泥与杂
物堆积，大部分小区、办公大楼地下
车库污水深积，清理工作刻不容缓，
救援队又组织队员与志愿者 30 余
人次抬着发电机、抽水机到人民医
院、城东卫生院、实验幼儿园、城东
花园等地协助各方开展汛后生产自
救，排污清理。

救援队支部书记李勋辉，队员
俞绍科、黄长松，及最年长的后勤机
修电工赵东发、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队长张伟仁第一时间参与救援活
动，充分发挥机电方面的专业技能，
连续三天站守在各处发电机发电、
抽水机运转管控等专业岗位上，直
到寻求帮助的小区和办公场所把地
下车库的积水都抽干。

6 月 24 日，龙泉市红十字会组
织开展受灾群众走访慰问活动，救
援队第一时间安排 2 名队员参加，
开车进村入户，将救灾资金和物资
送到受灾群众手上。当天晚上，接
到浙江省红十字会下拨的救灾物
资，救援队连夜组织队员参与救灾
物资搬运入库。

接下去，龙泉市红十字会还将
继续组织志愿者陆续完成400余户
受灾困难群众的走访和慰问活动。

洛阳志愿者勇救落水少年
本报讯（洛红）6月22日，河南

洛阳红十字神鹿医疗志愿者合力营
救落水儿童的义举受到群众交口称
赞。

当天14时30分许，洛阳红十字
神鹿医疗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程坤、
李明明、朱峰军一行三人在宜阳县
滨河游园橡皮艇训练基地橡皮坝下
游训练搜救犬，看到一群少年在戏
水，其中有一名少年在水里趴着不
动，发现情况不对后，三人立即奋不
顾身前往抢救。合力将少年救上岸

后，他们发现少年已经失去意识，程
坤和李明明果断采用心肺复苏对孩
子进行急救，渐渐地，少年恢复了意
识。施救的同时，其他志愿者拨打
了 110 报警，第一时间向公安、消
防、医务人员告知现场情况，待医务
人员将孩子接走后，神鹿医疗队员、
志愿者才悄悄离开。

少年顺利获救后，他的家人十
分感动，为表达谢意，特地打听并找
到救命恩人，并精心准备了锦旗当
面致谢。

江西玉山红会积极参与洪灾救援救助工作
本报讯 （玉红）近日，暴雨突

袭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持续的强
降雨带来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县红
十字会密切关注洪灾发展趋势，第
一时间上报灾情和物资需求信息；
加强与应急管理等部门沟通协调，

认真查灾、报灾，汇总受灾情况，迅
速向省、市红十字会报送灾情，争取
救灾物资援助。6月21日，省、市红
十字会紧急驰援的 80 个赈济家庭
包顺利发放至冰溪街道砻坊街社
区、文成村等受灾群众手中。

两名香港高中生自发为彝族学校募款
本报讯 （江笑笑）近日，香港

加拿大国际学校(CDNIS)的高中学
生周怡杉和陈奕玎，通过江苏省南
京市红十字会向四川省凉州彝族自
治州昭觉县格吾乡中心校捐赠了一
份特别的爱心。

周怡杉和陈奕玎都想帮助他
人，于是共同发起了这次守护童年
计划。今年 3 月开始，她们策划筹

办网络义卖活动，从义卖产品的设
计，到原材料的采购打板制作，微店
的注册和客服均由两人独立完成。
义卖活动从 6 月 1 日正式开始至 6
月8日结束，为期一周，通过朋友圈
传播、微店售卖，共筹得善款 11500
元，全部通过南京市红十字会定向
捐赠给四川省凉州彝族自治州昭觉
县格吾乡中心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