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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应急救护培训进景区
本报讯 （惠红）7 月 22 日，福
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红十字会在崇
武古城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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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救护员
全国多地红十字志愿者、
救护员成功找回走失老人，
救回溺水、
昏厥患者

寻找

暑期安全，
红十字来守护

朝天区关爱特困人群
本报讯 （王馨）7 月 19 日，四
川省广元市朝天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看望慰问部分生活困难的罕
见病、白血病和特殊教育先心病
患者家庭，并送去慰问金和米、
面、油、书包、文具等慰问物品。

乌拉特前旗开展防溺水宣传
本报讯 （乌红）7 月 21 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红十字会在乾元泳乐会开展
“防溺水，
保平安，红十字在行动”
主题宣传培训活动。

暑期来临，
各地高温天气持续，
出门工作及游玩人群中暑、溺水等
安全事故频发，
各地红十字志愿者、
救护员积极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
主动作为，
成功找回
走失老人，救回中暑、昏厥患者数
名。

浙江桐庐：救命神器显威力

本报讯 （袁丽娟）近日，江
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红十字会组织
志愿者开展防溺水宣讲活动。

7 月 17 日，一名儿童在浙江省
杭州市桐庐县白云源景区游玩时不
慎溺水，
面对突发状况，
家属第一时
间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同时有人打
电话给山水人家民宿老板姚明珠，
让她带上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到现场救人。
姚明珠到达现场后，立即展开
急救：打开 AED，贴上电极片，按提
示进行除颤、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经过多轮心肺复苏，孩子渐渐恢复
意识。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立
即将孩子送往医院治疗。据悉，孩
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事后，有人问及此事并为姚明
珠的见义勇为点赞时，她说：
“ 之前
在县红十字会学过应急救护知识和
AED 的使用方法，这次有人求救，
我第一时间赶往事发地救人，并且
还救成功了。我相信每位救护员遇
到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只要被需
要，我们就义无反顾。”
近年来，
针对夏季溺水高发，
桐
庐县红十字会多次组织志愿者为民
宿业主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和 AED
使用培训，并到江边为游泳群众现
场开展心肺复苏技能施救演练。同
时，积极开展群众性普及培训，
常态
化在县城中心广场、乡镇街道等人
员密集场所开展普及培训，当好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的
“守护者”。截至
目前，已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100 余
场，普及人次超 20000 人，1500 余人
取得救护员证书。2022 年，已有 3
人成功获救。

玉溪举办救护员公益培训班

浙江金华：等孩子下课时顺手救人

花垣开展暑期安全培训
本报讯 （刘新梅）7 月 21 日，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县红十字会在花垣镇老正街社
区开展暑期安全培训。

梁平区举办健康讲座
本报讯 （李羡权）7 月 21 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组织区红
十字博爱志愿服务大队志愿者到
屏锦镇和睦社区，为 90 余名留守
儿 童 举 办 以“ 关 爱 情 绪 珍 爱 生
命”为主题的生命教育心理健康
知识讲座。

孟津区开展“送医下乡”义诊活动
本报讯 （王东梅）7 月 22 日，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红十字会邀
请专家团队到送庄镇开展“送医
下乡”义诊活动。

泉港区举办集中培训班
本报讯 （胡福娣）7 月 21 日，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红十字会在
泉港公安分局训练基地开展全警
实战大练兵集中培训班，现场共
计 46 人参加。

上高开展防溺水宣讲活动

本报讯 （玉红）7 月 21 日至
22 日，云南省玉溪市红十字会联
合红塔区玉兴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为 80 余名返乡大学生举办救
护员培训班。

呼和浩特开展线上生命教育
本报讯 （呼红）7 月 21 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
依托市红十字会抖音官方平台、
青橙融媒 APP 开展红十字生命
教育线上课堂直播。

南浔区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施旭明）7 月 21 日，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红十
字会救护员培训走进浙江三行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共 31 人参加。

封丘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本报讯 （封红）7 月 21 日，河
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举办应急救护
知识普及性讲座。

庄河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刘思齐）近日，辽
宁省庄河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进企业活动。

吉首开展应急救护进警营活动
本报讯 （吉红）日前，湖南
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
红十字会联合市公安局为 90 余
名新招辅警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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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岁的女儿马上要去参加拉
丁舞比赛了，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站前派出所辅警、红十字志愿者陈
铀难得有空，
送女儿去舞蹈馆跳舞，
没想到却遇到了件生死大事。
7 月 8 日 18 时许，陈铀下班后，
送女儿到了舞馆，
女儿去上课，
他就
坐在馆外的沙发上等女儿下课。
过了一会儿，一个五六十岁的
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冲进
门，神色紧张：
“不知怎么昏倒了！”
陈铀一看，
孩子的瞳孔放大，
嘴
唇发黑，
牙齿紧咬，
全身抽搐……
边上跟着一名老太太直着急：
“怎么办？怎么办？”陈铀看老太面
熟，认出她是陪大孙女来跳舞的，
出
事的是老太太的小孙女，抱着她进
来的是保姆。
“你们打 120，我来”，陈铀抱过
孩子，把孩子翻过身，
让她枕在自己
大腿上，
左手从底下托住孩子正面，
又掰开孩子紧闭嘴巴，把左手食指
伸进孩子嘴里。
2010 年，陈铀加入金华市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在队伍里，他跟着
大家经常救助流浪人员、帮助找人、
学习急救知识等，还在队伍里找到
了另一半。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保持呼吸
通畅”，陈铀事后回忆说，他当时用
左手托住孩子后，用右手用力在孩
子背部从下往上推，又用右手手指
并拢形成一个空掌拍孩子背部，推
推拍拍了半分多钟，
“噗”地一声，
孩

7 月 23 日，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红十字会在乌兰浩特市神骏湾景区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子嘴里吐出来一些粘稠的液体，脸
色也渐渐恢复，
有了血色。
陈铀抱着她继续再拍，让孩子
继续咬着自己的手指，过了一分多
钟，
“ 哇”，孩子哭了出来，陈铀舒了
口气，
“ 只要能哭，就说明呼吸通畅
了，
就没事了。”
他继续拍着孩子，紧接着，120
急救车也来了，
孩子被送到了医院。
小孩子被送走，
陈铀低头一看，
左手食指已经深深烙下了两排可爱
的小牙印。他继续坐在沙发上等女
儿。过了一会，一个老师抱着一个
孩子从舞蹈室跑出来着急地说：
“孩
子吐了！”
陈铀一看，
是个女孩，
和自己女
儿差不多大，
脸色煞白，
口吐白沫。
他判断是中暑了，
“外面热出汗
了，
进空调车里温度迅速下降，
到了
舞蹈馆跳舞又热了，
冷冷热热，
孩子
如 果 是 敏 感 体 质 的 话 ，可 能 受 不
了”，陈铀就给孩子扭痧，扭了好一
会儿，
孩子才缓过神儿来。
14 日，被救女孩的家人找到派
出所，要送锦旗感谢陈铀，
“ 真的太
感谢了！要不是他，我们孩子的命
可能都没了……”
可惜陈铀没在，同事这才知道
陈铀在外面悄悄救了人，帮他收下
了锦旗。
女孩的爸爸程先生说，女儿 2
岁，送到医院后经过治疗已经恢复
了，
他们很想感谢救孩子的好心人，
还是经过舞蹈馆帮助了解，才知道
是一名在派出所工作的同志。
陈铀说，自己当时救孩子的急
救办法其实是海姆立克急救法的
“改良版”，
“ 孩子太小，如果完全按
照急救法来操作，
怕弄伤孩子，
或者
哪里没操作好反而让孩子更危险，
所以调整了下”
。

浙江台州：学过的知识派上用场了
7 月 20 日 11 时 30 分左右，在浙
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淡竹乡沙湾村，
一名 16 岁少年进入小溪游泳后不
慎溺水，溪深 2 米，溪水湍急，眼见
少年体力不支失去知觉，
危急时刻，
两名男子挺身而出，
跃入小溪救人。
来自路桥区桐屿中学的音乐老
师、红十字救护员李骥是当时见义
勇为的男子之一，
回忆当时情景，
他
说：
“ 我当时在民宿里，突然听到一
个阿婆在外面喊有人掉水里了，我
直接出来就跳下去了，当时衣服都
来不及脱。”
李骥跳入水中后发现溺水少年

已经陷入昏迷，一名男子在水里正
试图拉住少年的手臂上岸，但由于
少年失去知觉，
托举非常吃力，
李骥
当即游上前，和男子一边一个托住
少年，
同时奋力向岸边游去。
“那种情况下，
我们也顾不上水
深水浅了，
一心就想着救人要紧，
赶
紧上岸。”等两人游到岸边，已经有
些脱力，还是热心游客拉了他们一
把才勉强爬上了岸边的石头。
“上岸以后，
我发现孩子嘴唇发
白变紫，
赶紧开始心肺复苏，
大概三
四分钟后，
孩子有呼吸了，
我们马上
轮流接力，
十来分钟后，
孩子终于醒
了。”等到孩子情况稳定，李骥一颗
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随后悄然离去。
据了解，该少年是和舅舅一起
来淡竹旅游，
遇险后，
不识水性的舅
舅在岸边非常着急，当即丢了救生
圈下去，
但当时少年已经失去知觉，
幸好李骥和另一名带孩子来旅游的
爸爸及时出手，
才避免了不幸。
早在 2017 年，李骥就在学校里
参加了区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员培
训，但此前未曾遇到过此类紧急状
况。
“ 人命关天，谁看到这个情况都
会挺身而出的，
而且我是一名教师，
更是义不容辞。”回忆起救人的一
幕，
李骥说，
“这次是幸运的，
学过的
急救知识派上了用场”
。

江西铜鼓：合力智救溺水群众
7 月 18 日傍晚，几名游泳爱好
者正在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定江河
道里游泳消暑。突然，一声紧急的
呼救声传来，一名在拦水坝游泳的
青年遇到湍急水流，被冲到拦水坝
下，
正在水中上下沉浮，
呛水后似乎
失去了意识。
当时正在河边钓鱼的市民谢卫
兵发现该男子趴在水面一动不动，
顾不上自己即将六十岁的身体，立
即跳下河救人。游到落水者身边，
拽住落水者游到靠岸边的一块大石
头上，谢卫兵利用前段时间在县红
十字会组织的社区应急救护培训中
所学到的心肺复苏知识立即对溺水
青年进行紧急施救。
在河对岸散步的县红十字会专
职副监事长邱俊坚也目睹了溺水和
施救全过程，他立即拨打 110 报警，
随后借了路人的电动车骑到对岸，
积极配合赶来的医护人员进行救
护。在众人的努力下，溺水青年清
醒过来，并随即被送往县人民医院
进行后期治疗。
回忆救人过程，谢卫兵心有余

（杜天骄）

悸：
“当时溺水的小伙子在被我拖上
岸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呼吸，我心里
非常紧张，
但想着救人要紧，
第一时
间对他进行了胸部按压，按压了 30
下后，
见他没什么反应，
又进行了人
工呼吸，经过 10 多分钟不间断施
救，他才终于咳嗽，吐出呛进去的
水，
有了呼吸，
逐步恢复了意识。好
在我参加了红十字会组织的心肺复
苏技能，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县红十字会也以此次事件为契
机，通过县融媒体中心向全县群众
发出了防溺水温馨提示。

江西南昌：及时援手救回昏厥患者
“快，有人晕倒在地上了。”7 月
18 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
莲西路社区核酸采样点，一女士在
排队做核酸检测时，
突然倒地，
口吐
白沫。南昌县红十字志愿者、壹马
当先第一采样队队员王永超闻讯赶
来，及时采取一系列紧急救护措施
施救，
该女士最终成功获救。
当天，王永超像往常一样在完
成社区核酸采集任务后，准备回便
民点继续采样时，突然听到排队人
群中传出“有人晕倒”的声音，得知
情况后，
王永超迅速来到患者面前，
只见当事患者出现翻白眼、口吐白
沫、脸色苍白、四肢抽搐等症状，凭
借多年工作经验，他在第一时间判
断出该女子处于突发癫痫状况。
王永超迅速疏散了周边围观群
众，
让该女子平躺在有树荫的地方，
松开其衣领、口罩，并垫高头部，转
向一侧，让她保持呼吸顺畅。约 20
分钟后，
该女子逐渐恢复正常，
随即
被 120 送往医院救治。随着 120 的
离开，大家纷纷为王永超见义勇为
的善举点赞。
王永超是江西壹马当先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员工，也是一名红十字
志愿者。当天下午，患者李女士委
托家人向王永超赠送了一面锦旗表
示感谢，并告知李女士病情得到有
效控制已转危为安。
“当时的情况挺
紧急的，
来不及细想，
第一反应就是
救人。同时作为一名红十字志愿
者，
之前学过应急救护有关知识，
清
楚癫痫发作应该做什么，为有需要
的群众提供帮助，我只是做了我应
该做的事情。”王永超表示。

山东栖霞：找回走失老人
7 月 16 日 15 时许，山东省栖霞
市红十字帮把手人道救助志愿服务
队接到群众求助，称其父亲患有小

脑萎缩从家中走失，上午已组织村
民进行寻找但未找到。
接到求助后，服务队立即按照
搜寻走失人员预案进行分工，派出
一组队员协助家属报警，派出监控
组队员在公安机关协助下查看周
边监控，另一队监控组队员以老人
居住房屋为中心在周围居民和商
户的协助下对沿途各监控点进行
查看，向最后见到老人的目击者询
问目击细节，了解老人近期活动范
围。
同时，
搜救组队员携带对讲机、
强光手电、雨衣、折叠担架、急救药
品等搜救物资在城内集结后至村口
待命。在征得家属同意后通过微信
群、朋友圈、QQ 群、抖音等渠道发
布寻人启事。在所有队员共同努力
下，7 月 17 日早晨老人被安全找到，
行动期间无人员伤亡。
2022 年上半年，栖霞市红十字
帮把手人道救助志愿服务队共出动
救援搜救活动 63 次，成功搜寻走失
老人儿童 42 人。在 2021 年度山东
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
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成功入选全
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湖南桃江：志愿者勇救溺水者
7 月 18 日晚，湖南省益阳市资
水桃江县城段发生一起溺水事故。
正在巡逻的红十字志愿者、桃江水
上义务应急救援大队王胜利用不到
4 分钟的时间，将溺水者从死神手
中抢了回来。
当天 19 时 30 分许，王胜利正在
资水桃江县城段桃花江冬泳协会一
基地巡逻，劝导没有随身携带救生
设备的市民不要下河游泳。突然，
他听到有人在喊
“救命”。顺着声音
的方向，他发现离他约 70 米的河中
有人在挣扎，
便立刻跳入水中，
向溺
水者游去。
“ 当我靠近溺水者时，他
全身沉下水，不见人影。我潜水下
去，
一手将他托上水面，
附近一位钓
鱼者及时伸出援手，
抓住他的短裤，
我们一起将他拖上岸边。”王胜利
说。
将溺水者救上岸后，王胜利立
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 当时，我看
到他眼睛已经翻白，呼吸停止。我
一 边 对 他 进 行 心 肺 复 苏 ，一 边 喊
他。”
大约持续心肺复苏 1 分钟后，
小伙恢复了自主呼吸，王胜利松了
口气。从发现有人溺水到成功救
活，王胜利仅仅用了不到 4 分钟的
时间。
在等待 120 来时，王胜利了解
到小伙来自安化，暑假在桃江县城
一家单位实习。由于天气太热，小
伙想到河里凉快一下，不想发生意
外。
“ 这次多亏王队长，他第一时间
跳进河里施救，第一时间开展心肺
复苏，避免了一起悲剧的发生。”当
晚的目击者、值班巡逻救援队员刘
三说。
据悉，王胜利 2019 年参加过桃
江县红十字会开展的救护知识普及
培训。他既是红十字志愿者，又是
水上义务应急救援大队队员，经常
在市民游泳集中区域值班巡逻。王
胜利介绍，水上义务应急救援大队
成立于 2021 年 6 月底，目前有队员
60 多人，2021 年 8 月全员参加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从去年成立至
今，队员们先后在资水桃江县城段
成功实施救援 25 次，劝阻青少年冒
险游泳超过 150 次，有效防止了溺
水事故的发生。

晋安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晋红）7 月 18 日，福
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红十字会组织
党员干部赴结对共建单位浦下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温度+力度”构筑幸福家园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通榆北村博爱家园建设侧记

靖江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靖红）7 月 21 日，江
苏省靖江市红十字会组织师资到
江苏德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为其
员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绛县举办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绛红）7 月 21 日，山
西省运城市绛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合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
100 余人参加。

隆昌开展应急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隆红）近日，四川
省隆昌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育
局，面向全市中小学教师举办 2
期应急救护员培训，700 余名中
小学教师参加。

■ 盐红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
通榆北村
“红十字博爱家园”用心用
力办好办实居民的每件民生小事，
用实际行动将红十字精神不断渗透
到居民生活中，
惠及每一位居民，
让
他们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重组织，夯实基础筑牢根基
2018 年以来，社区逐步完善硬
件设施，
建设起红十字文化广场、博
爱书屋、生命安全 VR 体验室等多
个博爱家园活动阵地。在博爱家园
中设立救护培训室、志愿服务站等
工作室，
提供轮椅、血压计、测温仪、
急 救 包 等 便 民 服 务 设 施 ，安 装 了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紧扣红十
字宣传教育主题，
开展自然灾害、应
急救护等主题宣传。
社区党委下辖 7 个网格支部，
服务 14000 多位居民群众。一直以
来，社区把党建工作与红十字工作
相融合，形成“社区——网格单元
——楼栋”的体系。由社区干部、居
民、志愿者等“红十字”网格员组建
成“红旗手”
“红管家”
“红马甲”
“红
袖章”
“ 红骑兵”
“ 红娘舅”红十字志
愿者服务队，致力架设起“红十字
‘人道、博爱、奉献’
”的幸福家园。

升温度，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将红十字教育作为居民教育主
要内容，开展红十字知识宣传。每

年开展“博爱送万家”慰问活动，组
织辖区居民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结
合防灾减灾主题，邀请专业人士向
辖区居民普及防灾减灾、自救互救、
逃生避险等知识；
针对夏日高温，
组
织防暑知识急救培训；针对急性气
道梗阻、异物梗阻等易发突发状况，
教授海姆立克急救法，为居民健康
护航。每年结合“五八博爱周”、世
界献血者日、世界急救日等纪念日，
组织无偿献血、红十字知识宣讲、
“三救”
“三献”知识宣传等活动。
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
和因病致贫的家庭，博爱家园每年
都发动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资助
学助困，
鼓励他们树立战胜贫困、走
出困境的信心，
勇敢面对困难。

同时，邀请专家开展慢性病防
治、中医养生等健康知识讲座。以
高血压和糖尿病为慢性病关注重
点，举办知识讲座、养生感悟、免费
体检等活动，带动提升周边居民群
体的健康安全认识，提升居民自我
健康管理水平。

加力度，精准保障生活需求
将帮扶弱势群体和群众文体活
动相结合，
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
精
准保障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
辖区内老龄化人口逐年增多，
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等养老照料需
求扩大。博爱家园通过养老照护，
为老年人提供房间整理、理发、剪指
甲、送餐、陪同就医等服务。通过陪

伴聊天、祝贺生日等，
让老年人享受
温暖、精彩的晚年生活。
每年暑期，博爱家园通过启蒙
夏令营，让孩子们通过同龄人的陪
伴，
实现团队自我管理，
同时通过一
系列关于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意识
启蒙，
培养孩子对生活的感受力，
从
而能对父母的照顾、社会的关爱有
更多体谅，
加强自我的保护能力。
开展“腊八一家亲，粥暖人间
情”
“ 暖冬在行动”
“ 文化汇演”等志
愿服务活动，满足广大居民对精神
文明的需求。在端午、中秋等传统
佳节引进曲艺、戏剧、歌舞等优秀的
表演；
结合当下高质量发展、生活垃
圾分类、低碳环保等宣传需求，
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宣传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