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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出台高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作实施方案

长安区举办第三届急救知识大赛
本报讯 （长红）5 月 27 日，陕
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红十字会、西
北政法大学门诊部、西北政法大
学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办以
“急救知识进校园，
应急救护在身
边”为主题的第三届急救知识大
赛，共 15 支队伍参加比赛。

盐城开展无烟宣传活动
本报讯 （盐红）5 月 31 日，江
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携手市第一
人民医院举行世界无烟日大型广
场宣传活动。

武城应急救护培训进消防大队
本报讯 （武红）5 月 27 日，山
东省德州市武城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消防大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共 30 余人参加培训。

加快构建应急救护工作体系
本报讯 （宁红）为贯彻落实浙
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高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作的实施意
见》精神，
近日，
宁波市委办公厅、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宁波市高水平推进
应急救护工作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
），
以加快构建该市应急
救护工作体系，
推动新时代应急救护
事业高质量发展，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多优质普惠的公共服务。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
宁波市各区（县、市）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率增加 15％以上，全市应急救
护 知 识 普 及 率 达 到 50％ 以 上 ；公
安、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应急救援、
消防、养老等重点行业领域一线从
业人员应急救护持证率不低于
50％，全市应急救护持证人员新增
30 万名，累计应急救护持证率达到
8％以上；
机场、汽车客运站、铁路客
运站、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高速公路
服务区、大型体育场馆等人流密集
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实现
全覆盖，全市公共场所 AED 设置率

达每万人 2 台以上；全市 4A 级以上
旅游景区、综合交通枢纽实现红十
字救护站全覆盖。
《实施方案》指出，要坚持行业
引领，突出重点人群，实施“救在身
边”生命守护工程。开展“校园守
护”
“交通救护伴行”
“机关先行”
“志
愿同行”
“安老护老”
“救援先锋”
“助
力企业安全生产”
“亚运同行”
“能力
提升”等九个专项行动。探索应急
救护人员职业化发展路径，扩大专
职应急救护师资队伍。重点在教

育、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行业培养
兼职应急救护培训师。遴选优秀应
急救护培训师，
打造名师精品课程，
设立名师工作室。按照建设标准
化、管理规范化、服务常态化的要
求，建设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探索
多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 120 急救
指挥系统、宁波 AED 地图、应急救
护培训系统、
“ 宁波 We 志愿”数据
交互，
建立应急救护联动响应机制，
提升院前急救效率等。
《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强组织

南票区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台州“90后”小伙捐款逾200万元

本报讯 （周魁丰）5 月 31 日，
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红十字会
走进京能集团南票分公司举办应
急救护培训，公司全体一线员工
参加培训。

大连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 （大红）5 月 28 日，
辽
宁省大连市红十字会与瓦房店市
红十字会联合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通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通红）5 月 27 日，甘
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融媒体中心、妇联、图书馆，组
织志愿者深入县中心敬老院、综
合福利院，开展
“关爱夕阳情牵小
手”志愿服务活动。

平遥为长跑赛事保驾护航
本报讯 （平红）5 月 29 日，平
遥长跑赛在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
岳壁乡上五村举行，县红十字会
与省红十字志愿者协会组建医疗
保障小组，为参赛者保驾护航。

樟树完成19辆救护车捐赠交接
本报讯 （樟红）6 月 5 日，江
西省樟树市红十字会在仁和 863
科技园举行捐赠仪式，接收爱心
企业捐赠 260 万元采购的 19 辆
救护车。该批救护车将被分配
给樟树市各个乡镇卫生院，助力
其开展疫情防控、医疗救援等工
作。

兴山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李发成 李乐成）5
月 26 日，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红
十字会组织救护师资走进昭君镇
香溪社区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60 名居民参加培训。

黄山区防溺水安全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 （李松筠）5 月 27 日，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会走
进焦村中心学校，为该校八年级
35 名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防溺
水安全知识课。

沂南为马拉松比赛护航
本报讯 （沂红）5 月 28 日，山
东省临沂市供电系统第 15 届职
工文化体育节暨马拉松比赛在沂
南县朱家林田园综合体举行，沂
南县红十字会组织 5 名救护师资
参与马拉松赛道应急救援工作，
为参赛者保驾护航。

泰州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班
本报讯 （泰红）5 月 30 日，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走进高新区
体育文创中心举办应急救护培
训。

丹阳博爱家园开展端午活动
本报讯 （丹红）5 月 30 日，江
苏省丹阳市白云街社区博爱家园
组织志愿者开展“一针一叶粽是
情”情暖端午活动。

南城参加应急救援联合演练
本报讯 （余琳娜）5 月 31 日，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在徐家镇八堡堤开展防汛
抢险应急救援联合演练，县红十
字会参加演练。

曾都区应急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徐晓燕）5 月 31 日，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红十字会联
合区教育局和随州市急救中心对
府河镇东方小学、五四小学等全
区 18 所农村中小学开展为期 4 天
的救护培训。

开远应急救护培训进农村
本报讯 （白挺）6 月 1 日，云
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
市红十字会走进大庄乡宜民村，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90 余名村民
参加培训。

领导，在市级层面成立应急救护工
作专班，
建立部门协作、工作例会和
考核督查等三项机制，确保专班工
作高效运行。加强政策保障，各级
政府要将应急救护工作纳入目标责
任制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应急救
护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宣传激
励。开展“最美应急救护师”
“ 最美
救护员”等选树活动，
对有突出贡献
的救护师资、救护员、模范单位给予
褒扬激励，提升“救在身边”社会影
响力。

防灾避险进校园

5 月 27 日下午，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红十字会在县
实验中学组织开展红十字防灾避险知识进校园系列活动。该校 38 个班
级 2200 余名学生积极参与 2022 红十字生命教育·防灾避险知识竞赛，营
造了“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活动为县红十字
会组织开展
“红十字防灾避险知识进校园”
的系列活动之一。 （肖卫东）

江西景德镇市红十字瓷都救援队为失踪老人开展义务搜救

一份送不出去的“酬金”
■ 瓷红
“叮”，
一声微信提示音后，
江西
省景德镇市 54 岁的刘女士和往常
一样顺势点开页面消息提醒，是景
德镇市红十字瓷都救援队队长“火
哥”发来的信息——一份转账记录，
刘女士盯着看了好几分钟，眼眶也
渐渐湿润起来。

冒雨下水搜救
事情还得从 5 月中旬说起。5
月 12 日上午，刘女士的母亲照常出
门晨练，但迟迟未回。
“ 平常这个点
早该回来了！”刘女士急了，立刻报
警。监控显示，刘母曾出现在昌江
大桥附近，但由于该地域属于监控
盲区，无法确定刘母的正确方位，
救
援陷入困境。
“水域救援得找上瓷都救援队。
他们是无偿的。”刘女士从朋友那儿
第一次听说这支队伍。5 月 14 日上
午 11 时 30 分左右，刘女士加了市红

十字瓷都救援队队长郑柯的微信
（微信昵称“火哥”
），拜托救援队帮
忙寻找母亲。郑柯立即在微信群里
发布了救援公告，半小时内，一支
12 人组成的搜救队集结完毕。12
时许，分散居住在全市各处的队员
朝救援地点赶去。
当天下午，一场水上打捞和水
下寻人同时展开的救援行动正式启
动，两只队伍在昌江河东侧不断扩
大搜寻范围。潜水队员们冒着小
雨，
一次次趟进冰凉的河水中，
前后
来来回回寻找，但始终没发现刘母
的踪迹。
当日下午 5 时许，雨越下越大，
救援任务被迫停止。

志愿救援不求回报
“这 2000 元是我们家属的一点
心意，请收下。”看着从水中出来的
一个个救援队员疲惫的模样，刘女
士给郑柯微信转账，并写下这样留
言。郑柯对此一字未回，直到 24 小

时后，转账款自动返回。
“ 我们不会
停止搜救。”接下来的几天，救援队
依旧天天出动，
进行陆地搜救工作。
“人找到了，没有奇迹。”5 月 19
日，
郑柯看到刘女士发来的信息后，
下了收队指令。料理完母亲的后
事，刘女士再一次用微信转账 2000
元给郑柯，并留言：
“ 钱款是我和家
属集体商定的意见，不是答谢你个
人，也不单单是感谢当天到场救援
的人，
真的是被你们的善举而感动，
或许可以用这点钱添加些设备，算
是支持你们团队。”
这次郑柯没再推脱，问过刘女
士的姓名后，默默点了“接收”。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周后，
刘女士收
到了郑柯发来的一张转账截图。上
面显示自己三番两次好不容易发出
去的 2000 元答谢金，通过郑柯以刘
女士的名义向市红十字会进行了定
向捐赠。
“ 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世
上还是好人多。”刘女士无奈又感动
地说。

“粽”香红十字 真情暖人心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端午节主题关爱活动
等共 150 余份。六合区程桥街道红
十字会联合街道残联、社工站组织
活动走进红十字志愿服务基地——
开展“建”小爱之家“享”浓情端午
友诚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与 30 余名
志愿活动。
老年人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
徐州市铜山区红十字会携手张
兴平市委政法委、市红十字会
集镇政府、铜山区红蓝艺术中心在
工作人员看望慰问西宝高速兴平出
孙湾红十字博爱家园开展“敬老爱
口、西咸北环线茂陵高速出口、店张
老”活动。
出口、兴户大桥交通卡点值班人员，
盐城市亭湖区大洋街道通榆北
为他们送去粽子、矿泉水、面包、方
村社区
“红十字博爱家园”组织社区
便面等慰问品。
居民、博爱家园红十字志愿者开展
梁平区红十字会组织
“端午粽飘香 民族一家亲”活动。
重庆 志 愿 者 深 入 蟠 龙 镇 、 东台市红十字会携手红十字冠名医
回龙镇和碧山镇看望慰问 3 名抗战
院（东台市人民医院）走进新海社
老兵，并分别送去节日礼包。
区、东园社区、公园社区红十字博爱
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
家园，开展端午节前慰问暨红十字
江苏 会结合“欢喜迎端午， 博爱送健康活动。阜宁县红十字会
博爱送万家”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全
联合阜城街道中心社区博爱家园开
体工作人员赴江宁街道洪幕村慰问
展
“粽叶飘香，
浓情端午”活动，
慰问
困难群众，共慰问 29 户困难家庭，
26 户困难家庭，送上粽子、牛奶、食
发放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及
“三
用油等慰问品。盐都区红十字会组
救”
“三献”宣传画册、应急救护用品
织养老照护志愿服务队携带粽子、
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

陕西 会关爱老人志愿服务

牛奶等物资，
深入盐渎街道野丁、兴
城和潘黄街道东进路、半岛、西城逸
品 5 个博爱家园建设社区，登门入
户开展端午敬老慰问、血压测量和
心理疏导活动。
镇江市润州区新金江社区红十
字会到和平路街道护渔队开展“端
午话家常 慰问暖人心”活动，为他
们送上端午礼盒。
温州市泰顺县红十字
浙江 会组织志愿者深入东
溪乡桥头村，开展“浓情端午”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为该村老年人开展
义诊、义剪、保健知识宣传等各类便
民服务。洞头区正岙村博爱家园、
霓屿养老服务中心红十字服务站携
同正岙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
“粽情粽意，
粽享正岙”端午节活动。
杭州市桐庐县红十字会开展
“粽香迎端午，清风话廉洁”主题活
动，
推进清廉建设。
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文化站主

本报讯 （台红）
“99 公益日捐
款”
“ 疫情防控专项捐款”
“5 · 8 人
道公益日捐款”……从 2021 年开
始，
浙江省台州市红十字会和温岭
市红十字会陆续收到多笔来自同
一名爱心人士的捐款，共计近 30
万元。
“不图别的，就是想尽自己所
能回报社会，
也为家乡出点力。”这
些捐款全部来自台州温岭的“90
后”爱心人士毛先生。
毛先生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
外打拼，虽不能经常回家，但他总
把母亲常说的那句
“勿以善小而不
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记在心上。
在工作事业稳定了之后，
他时常会
想
“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
通过关注腾讯公益、支付宝公
益，还有各地红十字会的信息，毛
先生参与多个公益项目捐款，
还会
不时搜索是否有公益项目
“上新”
。
2022 年 5 月，全国红十字系统
首次开展
“5·8 人道公益日”
网络筹
资活动。看到台州市红十字会发出
的众筹活动倡议书后，
毛先生第一
时间联系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为
“台州应急救护驿站”
项目捐款 1 万
元，
为温岭
“救在身边”
项目和
“生命
救援赋能”
项目捐款2.2万元。
2021 年 9 月，
“ 温岭红十字博

爱家园”项目在腾讯公益的筹资目
标为 5 万元，毛先生个人捐款近 5
万元。此外，
他还通过温岭市红十
字会公众号“爱在温岭”的爱心捐
款通道，
向春风流动平安孕妇项目
捐款 2 万元，向共筑工匠梦爱心助
学项目捐款 2 万元，向百人百城公
益助学项目、人道光明行项目、关
爱脊柱关节医疗救助项目各捐赠
1 万元，非定向捐赠 1 万元。他还
与四川茂县的两名学生结对，
帮助
他们支付学费。
除了常规项目捐助，
毛先生还
为支持台州抗击疫情发起过多笔
捐款。从 2021 年底开始，市红十
字会陆续收到毛先生定向用于抗
击疫情的捐款共计 9 万元，温岭市
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也在今年 1
月底开始陆续收到毛先生共计 15
万元的捐款。
在上海疫情防控形式严峻的
关键时刻，
市红十字会收到了来自
社会爱心人士的物资捐赠，
毛先生
又主动提出承担相关运费。5 月 5
日 ，这 批 物 资 顺 利 抵 运 上 海 ，守
“沪”一线抗疫。
在关注家乡疫情防控工作之
余，毛先生还向北京、长春、绍兴、
嘉兴等地捐助多笔定向用于疫情
防控的捐款，
共计 200 余万元。

最美救护员
车祸现场，南昌红十字志愿者出手相助

寻找

本报讯 （喻佳兵）6 月 2 日，江
西省南昌市南昌县红十字志愿者
熊伟明、陶水花像往常一样在莲塘
镇莲水巷社区协助开展防疫卡口
值守。上午 10 时许，一名居民焦
急地跑过来，
告诉志愿者澄湖东路
和向阳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车祸，
有伤者需要帮助。
车 祸 地 点 距 离 卡 口 大 概 50
米，
熊伟明、陶水花向社区报告后，
立即前往事故发生地点。到达后，
发现一辆三轮车和一辆电动车相
撞，骑电动车的大姐被撞倒在地，
腿部受伤。陶水花立即寻求交通
协管员的帮助，一起疏散围观人
群，维持交通秩序，确保现场环境
安全。熊伟明则跪在伤者身边询
问并安抚：
“别怕，
我是红十字急救
员，我懂基本的急救方法，我来帮
助你。”在确认无人拨打 120 后，熊
伟明便一边拨打 120 急救电话，一
边快速查看伤者伤情。
经初步检查，
发现伤者左小腿
明显肿胀并有青紫颜色，不能动

办、金东区红十字会协办“浓情端
午 关爱老人”文艺汇演。
南昌市西湖区红十字
江西 会走访慰问挂点帮扶
困难群众，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和大米、牛奶、油、香菇等慰问品。
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知联会、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开展
一系列活动，为群众带去节日的温
暖。
上饶市广丰区红十字会在实验
中学开展以“粽情端午 让爱留守”
为主题的端午庆祝活动。
鹰潭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余
江区邓埠镇三宋村走访慰问结对帮
扶对象。
九江市濂溪区红十字会深入新
港镇细山村走访慰问 30 名困难群
众，
送去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临沂市蒙阴县红十字
山东 会联合蒙阴县托福养
老院红十字养老照护志愿服务队开
展“端午粽飘香 敬老送健康”志愿
服务活动，为养老院老人讲解夏季
养生知识和健康卫生习惯。临沂卫
校
“七彩沂蒙”养老照护志愿服务队
联合临沂兰山龙禹志愿服务队，到

弹，
可能是骨折。熊伟明迅速前往
旁边的药店自费购买医用纱布辅
料和绷带为伤者进行止血包扎，
并
耐心陪在伤者旁边，
安抚其情绪。
大约 10 分钟后，救护车到达
现场，
熊伟明向医护人员简单介绍
了伤者情况和自己所做的处理，
协
助医护人员把伤者抬上救护车送
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救护车
离开后，熊伟明、陶水花又回到小
区卡口继续参与防疫值守。
熊伟明是南昌县红十字会的
一名志愿者，
多年来参加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同时，
他也是一名应急
救护师资，参与急救培训课程，并
多次深入学校、社区等开展应急救
护普及活动，
传播
“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理念，赢得广大群众一
致好评。
“ 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
候，伸出援手，这是作为红十字志
愿者的职责与使命。同时，
也希望
每个人有时间都要学习一下基本
的急救知识，
关键时候既能保护自
己，
也能帮助他人。”熊伟明说。

砚台岭社区开展
“端午佳节送温情”
志愿服务活动。
包头市达尔罕茂
内蒙古 明 安 联 合 旗 红 十
字会党员干部深入包联社区，走访
慰问结对帮扶的少数民族大病困难
群众。
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红
河北 十字会、区城管局、英
华街社区联合开展“党建引领促共
建，浓情端午暖民心”活动，为行动
不便的孤寡、独居老人送去节日慰
问品。
福州市晋安区红十字
福建 会组织党员干部在浦
下社区开展
“我们的节日——端午”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为老党员、身患
疾病人员和高龄老人送去党和政府
的温暖关怀。永泰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政协等部门开展“强国复兴有我
品粽香话传承”端午节主题活动。
泉州市鲤城区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
“我们的节日·端午”慰问活动，
组
织工作人员走进金峰社区，慰问困
难群众 18 人，
发放慰问金 1.7 万元。
建瓯市红十字萤火虫志愿服务
队开展端午节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