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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我们的新时代

石家庄举办救护师资复训班

本报讯 （石红）8月 4日至 8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会举
办 2022 年度第一期应急救护师
资复训班，共有30名学员参加复
训并通过考核。

沈阳举办养老志愿服务培训班

本报讯 （沈红）8月 4日，由
辽宁省沈阳市红十字会主办、辽
中区红十字会承办的红十字养老
志愿服务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
为期两天，内容包括红十字基本
知识、老年人群日常生活护理、老
年常见心理问题疏导和应急救护
知识普及等。

秦皇岛党员先锋队景区志愿服务

本报讯 （秦红）8月 6日至 7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红十字会 5
名工作人员组成“党员先锋队”，
进驻北戴河区联峰北路检查站，
完成助力疫情防控任务。

无锡志愿者参与学雷锋广场活动

本报讯 （锡红）8月 6日，江
苏省无锡市文明办组织的首个

“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学雷
锋志愿服务广场活动”在南禅寺
广场举行，市红十字会派出多支
志愿者团队参加活动，为市民现
场传授红十字急救技能，宣传无
偿献血，开展募捐等活动。

宁波送应急救护下乡村

本报讯 （甬红）近日，由中
共浙江省宁波市委宣传部主办，
宁波晚报、宁波市红十字会承办，
镇海区庄市街道、大学科技园、永
旺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协办的

“强国复兴有我 助力生命救护”
送急救知识下乡走进镇海永旺村
专场活动在永旺村文化礼堂开
场，参训村民直言受益匪浅。

鹰潭开展留守儿童关怀活动

本报讯 （鹰红）8月 9日，江
西省鹰潭市红十字会宣讲团走进
余江区画桥镇藤林留守儿童关爱
之家，开展红十字生命教育宣讲
活动暨留守儿童心理团辅活动，
来自画桥镇藤林村及周边村庄的
40余名留守儿童参加活动。

崇州救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 （崇红）8月 3日至 5
日，四川省崇州市红十字会分别
在怀远镇与观胜镇举办红十字救
护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学员包
括镇综合应急救援队员、村（社
区）红十字志愿者、大学生及公司
职员，79人通过考核获得红十字
救护员证。

新津区接受爱心企业捐赠口罩

本报讯 （新红）8月 6日，四
川省成都市新津区红十字会接受
爱心企业捐赠的一批防疫物资
（口罩 49.94 万只），其中 10 万只
口罩定向用于花桥街道防疫，其
余物资由区疫情防疫指挥部统一
调配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莲湖区开展志愿服务周活动

本报讯 （莲红）8 月 8 日上
午，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十字
会举办红十字综合志愿服务队

“志愿服务周”暨“喜迎二十大·博
爱在莲湖”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开
展救护培训、义诊、三献宣传、无
偿献血等活动。

新建区召开“99公益日”培训会

本报讯 （新红）8 月 9 日上
午，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
会召开 2022 年新建区乡村振兴
公益项目大赛暨“99 公益日”活
动培训会，来自全区 18 个乡镇
（开发区、园区、管理处）项目大赛
负责人、“99 公益日”实操人员，
入选 2022 年江西乡村振兴公益

“100+”三年行动项目大赛百强
的项目负责人及区红十字会全体
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满洲里开展“救”在身边广场宣讲

本报讯 （满红）8 月 3 日傍
晚，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红十
字会组织单位党员和培训讲师来
到喷泉广场参加东山街道“喜迎
二十大 强国复兴有我 创文明
城市 做文明市民”群众文艺演
出活动，现场为群众上了一堂生
动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课。

盐都区暑期开展校医培训

本报讯 （王金海 仇军 徐
文艳）8月 6日，江苏省盐城市盐
都区教育局与区红十字会联合对
近百位校医、心理学老师开展应
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强化培训。区
红十字会计划今年实现学校校
医、体育老师、班主任、宿舍管理
员救护培训持证率达100%。

■ 唐秋美

日前，山东省济宁市红十字会
接受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捐赠
仪式在济宁银行举行。济宁银行向
市红十字会捐资 100 万元，用于
AED 设备布放项目。市委副书记
陈成华出席捐赠仪式并讲话，对下
一步全市AED合理布局，让公众敢
用、会用、善用AED提出明确要求。

AED 捐赠是济宁市红十字会
“救在身边”品牌项目的缩影。近年
来，市红十字会努力构建应急救援、
救护体系，特别在 2022年扎实开展

“救在身边+生命教育”系列行动，
为健康济宁建设贡献力量。

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赋予红十字会“开展救援、救灾的相
关工作，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
等职责。建立救援体系是防灾减灾
的需要，是牢记红十字“保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宗旨，贯彻“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但体系
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做？
怎样才能做好？是新时期摆在红十
字人面前的新课题。

济宁市红十字会主动向党委政
府和应急管理部门汇报，将红十字
应急救援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休系。
经多方调研，提出“增优势、强基础、
补短板，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的工
作思路。2019年，市红十字会下发

《关于加强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的意见》，明确组织机构、工作制
度、应急预案及应急设施、物资、队
伍、活动等建设重点，争取用 3至 5
年时间建立和完善具有红十字特色
的应急救援体系。

2019年，市红十字会抓住群团
改革契机，在 2006 年配齐班子、成
立党组、各县市区全部理顺管理体
制的基础上，争取市编办将市红十
字会由两部一室增加为三部一室，
编制由 8人增加到 14人，并明确市
委副书记兼任会长。各县（市、区）
红十字会也同步配套完成群团改
革，为领导支持、部门协调畅通了渠
道。

坚持党建引领红建，按照有带
头人、队伍、制度、平台、活动的“五
有”要求，市红十字会利用 3至 5年
时间逐步实现全市红十字会基层组
织基本覆盖。建立市、县、镇（街）、
村（居）四级联动救援机制，组建救
灾赈济、心理援助、应急救护等特色
救援队伍。2022年7月8日至9日，
山东省红十字会组织体系建设工作
现场推进会在济宁市泗水县成功召
开，市、县红十字会作了典型发言。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周庆华表示，现场会促进济宁组织
体系建设实现了新跃升，救援体系
作为子系统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市红十字会还高度重视救援物
质保障。2019 年市委部署搬迁办
公地点，市红十字会争取将原办公

楼自有房产成为固定资产。对一楼
近200平方米的物资储备库投入10
万余元重新装修布局，按照“中国红
十字会物资储备库管理工作细则”
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2022
年，救援装备、救护培训、博爱家园
建设等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将救援
与培训演练相结合，武汉疫情、河南
水灾、济宁水灾和疫情防控等救援
现场，均活跃着济宁红十字救援队
的身影。

构建应急救护网络

2022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山东
省红十字会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各
级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体系，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
训”。当人民生命健康面临危险时，
救援和救护密不可分，各自发挥独
特作用。

济宁市红十字会 2020 年申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红十字生命健
康安全教育项目》，获得 70 余万元
资金援助。除做好“学校+社区”安
全健康教育活动外，重点打造应急
救护培训基地。基地结合济宁孔孟
之乡地域特色，将儒家文化与红十
字文化相融合，成为开展生命教育
和救护培训同时传播文化的重要场
所。

自 2021年开始，市红十字会筹
资200余万元建设46个博爱家园示
范点。在博爱家园配置 AED 和其
他急救设施，开展“生命教育讲堂”

活动，面向社区居民广泛传播自救
互救知识和健康、科学、文明的生命
理念。

任城区仙营街道5个社区实现
博爱家园全覆盖，设置博爱卫生站、
健康活动室、“红小二”服务站，200
余名救护员兼职轮值提供救援、救
护和心理疏导服务。其博爱家园舞
蹈队、合唱队通过舞台剧、三句半等
形式宣传健康知识，受到群众欢迎。

泗水县红十字会去年接受爱心
企业捐赠价值100余万元的救援系
统及 20 台 AED，投放后推出 AED
地图，确保AED在紧急时刻发挥作
用。该县 2022年换届选举理事会、
监事会，全县所有镇（街）、村（社
区）、县直系统党委、学校、医院等实
现了红十字基层组织全覆盖。救护
培训既是吸引各部门成立红会组织
的“敲门砖”，也是组织成立后开展
工作的主业和抓手。

倡导“会救”更要“敢救”

2022年，济宁市红十字会贯彻
落实总会《红十字生命教育工作方
案》，争取省红十字会支持并自筹资
金举办 2 期救护师资培训，将生命
教育纳入培训内容。救护员培训，
注重将生命教育与弘扬红十字精神
相结合，与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相关法律法
规鼓励现场救援救护相结合，引导
公众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倡导不仅
学急救、会急救，更要敢施救，科学

施救。
市红十字会开展丰富多彩的

“救在身边+生命教育”系列行动。
在官网开设救护大课堂；网站自主
报名，每月举办一期救护员公益培
训班，目前已举办5期，场场爆满。

市红十字会主动对接市教体
局、急救指挥中心、大型国企，“量体
裁衣”式上门培训，降低了疫情学员
流动风险。联合市下派办对全市包
驻村第一书记全员培训，2700余人
成为救护员。

市红十字会还与市直机关工委
紧密合作，联合开展市直机关救护
员培训6期，要求每单位均有2名以
上急救员；在机关办公大楼每层休
闲角设置急救箱，在机关运动会和
植树节设置急救服务台。8月中旬，
将联合举办全市首届红十字应急救
护师资教学技能大赛，进一步燃亮

“救在身边+生命教育”品牌。
市红十字会注重通过主流媒体

和自有网站、公众号、抖音等宣传平
台，广泛宣传生命教育、应急救援救
护的重要性。2022年 1月 17日，市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闫伟，在小
区使用心肺复苏术成功救助心跳骤
停者，被媒体广泛报道。5月22日，
市红十字急救员张荣威在城区路口
抢救车祸市民，附近热心群众也纷
纷帮忙。该条视频被媒体广泛宣传
后，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学急救、会急
救、敢施救的热情。

构建“两救”体系，践行生命至上
——山东省济宁市红十字会开展“救在身边+生命教育”行动侧记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红十字会志愿者在嵩市镇杜兰村为留守
儿童传授防溺水急救知识。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志愿者走村串户详细讲
解如何防范溺水、溺水后如何自救和施救等知识，提高留守儿童珍爱生命
自我保护及自救互救技能。 （吴志贵）

防溺水宣讲进山村

本报讯 （西红）8月 6日至 7
日，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利用
周 末 时 间 举 办 8 期 心 肺 复 苏
（CPR）+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持证救护员培训班，300 余名市
民群众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取
得CPR+AED救护员证书。

培训现场，救护师资还向学
员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

献、人体器官捐献等相关知识，宣传
天使计划、大病救助等人道项目，
160余名学员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
愿者。

为增强社会公众应急综合素质
和急救能力，西安市红十字会前期
通过“西安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
设置“持证救护员培训”报名端口，
开设CPR+AED持证救护员培训。

西安红会周末培训300余名持证救护员

本报讯 （操炼）8月 4日，湖
北省红十字会初级救护员培训班
在随州市曾都区曾都经济开发区
举办，泰晶科技、重汽华威等数十
家企业的员工和曾都经济开发区
各村（社区）干部、乡村医生及辖
区居民、志愿者等共 177 人在恒
天工业园参加了培训。

全体学员学习了红十字运动
基本知识，了解了现场应急救护

知识，熟悉了现场应急救护程序和
创伤救护的原则等急救知识，掌握
了心肺复苏操作步骤和自动体外除
颤仪（AED）的使用方法等急救技
能，其中 158 人通过考核取得救护
员证书。

8月 4日至 8日，省红十字会共
举办了 5期 7场培训，540余名学员
通过了理论和包扎、心肺复苏实践
考核，取得红十字初级救护员证。

湖北红会在随州市曾都区举办救护培训

5天培训500余名救护员

本报讯 （哈红）8月 4日 7时
许，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十字救
护员常凤斌买菜途中，遇到一老
人倒地不起，他来不及多想，迅速
跪地对其进行心肺复苏。

常凤斌回忆：“当时老人双眼
紧闭、嘴巴张开、四肢打开。我迅
速跪地、拍打他的双肩、呼唤他，
判断其无脉搏、无呼吸后，果断对
其进行心肺复苏。”

常凤斌也已年过半百，在救
护车到达前，他一直在给老人进

行持续心肺复苏，累得满头大汗。
约 15 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他和随
车医护人员进行了交接。施救结束
后，围观市民纷纷鼓掌，赞扬其助人
为乐的行为。

常凤斌表示，自己 7 月参加了
黑龙江省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培
训，并取得救护员证，掌握了相应的
急救知识与技能，“能提供力所能及
的一点贡献挽救生命，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

哈尔滨红十字救护员出手相助倒地老人

本报讯（杨海芸）8月8日至
9 日，甘肃省平凉市十万职工技
能大练兵活动组委会联合市红十
字会举办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
能大赛，来自全市红十字系统的
10支队伍60余名选手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市红十字方
舟志愿服务队代表队脱颖而出，

获得团体一等奖；静宁县红十字会
代表队、华亭市红十字会代表队、市
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分别
获得团体二等奖；来自华亭市红十
字会志愿服务队的王莉娟等 12 名
选手分别被市人社局、市总工会授
予“技术能手”“技术标兵”“优秀选
手”称号。

平凉举办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大赛

本报讯 （柳红）7月以来，广
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红十字水上
救援队在柳江山水码头至铁桥西
一段河域开展“平安柳江巡逻”志
愿服务活动。

巡逻期间，志愿者对 139 名
未携带泳具的群众进行劝阻，对

76 名独自下河游泳的未成年人进
行劝离，并护送其安全上岸。救援
队还开展“防溺有我”宣传活动，为
河边游泳的市民群众送去防溺水急
救知识“小锦囊”，为柳州市民织牢
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柳州水上救援队开展巡河志愿服务

■ 朱爱国

“这是在教人学救人哩，我能学
会吗？能不能教教我？”“只要你想
学，我们都愿意教。”“我也想学学。”

“行，没问题！”8月7日傍晚，虽已是
立秋时节，天气仍然闷热难挨。陕
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红十字志愿者还
是准时赶到县体育场“地摊”宣传点
前开始忙碌起来。有的忙着给过往
群众发放红十字宣传知识手册，有
的耐心回应市民的各种问题，有的
摆开模拟假人开始相互切磋心肺复
苏技能……一波又一波的市民始终
将宣传点团团围住。

为切实做好“人道、博爱、奉献”
红十字精神传播和推广普及应急救
护知识，提升社会对红十字的知晓
度，提高市民的公益意识和自救互
救技能，经过充分筹划准备，自8月

6 日起，县红十字会在运动场设立
“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宣传点”，开
展以“红十字地摊宣传——人人参
与学急救”为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宣传活动。活动计划每周六、
周日晚开展 2 个小时。由此，红十
字志愿者现场“直播带货”，不卖货
品，只“送”急救知识和技能和“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

“你看，先要判断有么有呼吸，这
样，用双手轻拍双肩呼叫他……”“要
找准位置，按压要有力，幅度要够
……”“你们这种方式好，现教现学，
我们能学点实用东西！”活动现场，县
红十字救护师资为参与活动的市民
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外伤止血包扎
等技能，市民们逐步掌握了心肺复苏
的基本要领，感觉收获满满。

“我能拿两份吗？我们老头也
爱看这种书。”“没问题，给您。”活动

现场还开展了红十字救援、救护、人
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
献、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等业务宣
传咨询。

市民们热火朝天的参与热情让
原定2个小时活动又一次延长到近
3 个小时才结束。据统计，两天先
后有18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活动，
惠及市民400余人。

“设立户外固定宣传点，就是想
通过持续努力，进一步扩大红十字
精神的社会知晓度，提升市民公益
意识，普及应急救护知识，让广大市
民了解和掌握常见的急救技能，在
突发状况发生时能用得上。”县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县红
十字会将用好“爱心地摊”这个阵
地，帮助到更多群众，让这种零距离

“地摊公益”成为城固县城夜晚的
“新风景”。

我来摆摊你来学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红十字会开展“爱心地摊”宣传活动侧记

本报讯 （九红）8月 3日，江西
省九江市红十字会募集100万元爱
心善款，定向用于救助该市白血病
患儿。

据悉，2016年九江市红十字会
从庐山铁佛寺募集爱心善款100万

元，为该市每名白血病患儿提供“小
天使基金”救助之外的1万元救助。
截至目前，九江市红十字会已经救
助了 100 名未成年白血病患者和
100个家庭。

日前，得知善款告罄的消息，

庐山铁佛寺主动联系九江市红十
字会，再次捐赠 100 万元爱心善
款。

九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
示，一定严格按要求用好这笔善款，
确保专款专用，让庐山铁佛寺的无
私大爱，再次温暖更多的家庭和患
儿。

九江红会募集善款救助白血病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