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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我们的新时代

西安成立首个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本报讯 （西红）8月 2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在陕西警官
职业学院成立西安市首个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高邑举办青少年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高红）8月 1日，河

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红十字会联
合团县委、县社区办举办“高邑县
青少年应急救护培训”，60 余名
中学生及社区居民参加。

南华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欧海燕）8月 1日，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红
十字会联合团县委组织西部计划
志愿者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南票区助力爱心驿站项目
本报讯 （周魁丰）日前，辽

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红十字会助
力区组织部便民“爱心驿站”项
目，为全区 135个村和 20个社区
赠送155个急救包。

平罗慰问退伍军人
本报讯 （平红）近日，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红十
字会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

“博爱未来 老兵你好”慰问活动。

长安区举办急救知识培训
本报讯 （长红）8月 1日，陕

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红十字开展
“救在身边+生命教育”行动——
奔跑的红十字“救”在你身边急救
知识万人学活动，共48人参加。

五峰成立首支红十字水上救援队
本报讯 （赵忠宇）8月 3日，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成立首支红十字水上应急救援志
愿服务队。

宁波为4500名师生做急救培训
本报讯 （甬红）近日，浙江

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联合江北区
红十字会、宁波大学保卫处，为
4500 名新生及教师开展应急救
护知识普及培训。

枝江组织开展助老活动
本报讯（费杨萍）7月29日，

湖北省枝江市红十字赈济志愿服
务队组织志愿者赴马家店街道沱
江社区开展助老活动。

安福开展防溺水宣讲活动
本报讯 （安红）8月 1日，江

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红十字会组织
志愿者和大学生社会实践团赴全
县各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宣传。

盐城开展暑期青少年急救培训
本报讯 （李志国）8月 3日，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开展青少
年儿童应急救护知识宣讲培训。

蒲城关爱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讯（蒲红）7月29日，陕

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为包
联路段的2名环卫工人送去防暑
降温用品。

海陵区直播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本报讯（胡肖露）7月28日，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知识线上直播课堂正式开
课，在线观看人数超4.37万人。

泰兴开展健康校园宣传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

省泰兴市滨江镇红十字会在博爱
家园校外辅导站开展“健康校园

“救”有我在”宣传活动。

南丰开展“反诈+健康”教育
本报讯 （袁荣生）8月 3日，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到
社区开展“养老服务+生命教育”
普及培训和养老反诈宣传活动。

绛县开展初级救护员培训活动
本报讯 （绛红）8月 1日，山

西省运城市绛县红十字会走进当
地企业举办初级救护员培训班。

科尔沁区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
本报讯 （科红）8月 2日，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红十
字会与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暑期
防溺水救护宣传教育活动。

濂溪区新增5台“救命神器”
本报讯 （季群）近日，江西

省九江市濂溪区红十字会再投放
5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隆昌举办防溺水游泳公益培训班
本报讯 （隆红）近日，四川

省隆昌市红十字会举办2期防溺
水游泳公益培训班，60人参加。

褪下武装爱“红装”
——记四川成都成华区红十字疫情防控志愿者

■ 成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四川
省成都市成华区众多红十字人战斗
在防疫一线，他们积极响应、主动逆
行、默默付出，在核酸检测信息录
入、物资搬运等点位贡献红十字力
量。

“接到通知，我第一时间报名”

作为成华区居民和红十字志愿
者，“7·2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退役军人曾永华一直关注着成华疫
情动态和志愿者招募信息，他说：

“老家在绵阳，但我却是成华的居
民，是成华人。看到疫情情况心里
很焦急，特别想为成华防疫工作出
一份力。”7月 29日，区红十字会发
布 5 天的志愿岗位需求后，曾永华
立即响应，第一时间直接报名 5 天
志愿工作。

曾永华主要负责核酸检测点位

信息录入工作，该点位不仅负责片
区小区，还有附近工地，人员较多较
杂。天气炎热，为了尽量减少群众
等候时间，曾永华和他的搭档坚持
站着录入信息，从队首一直走到队
尾，期间还要为较多的老年居民操
作手机，录入身份证。没有风扇也
没有任何降温设备，曾永华始终坚
持在岗位，没有任何怨言。

和曾永华配合的是一名女性志
愿者，因为身体原因有一天确实无
法到场，曾永华马上回复：“你休息，
我一个人上！”这短短的 8 个字，是
曾永华军人底色的担当。目前，曾
永华仍持续战斗在疫情防控前线。

“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可以去！”

加入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
后，退役武警李奇飞总是时刻关注
区红十字会的动态和群消息，经常
在群里和大家探讨交流。当疫情来
临，需要志愿者支援核酸检测工作

时，他马上报名，表示自己可以去，
随时待命！在点位现场，他顶着炎
热的天气进行核酸信息采集，他说：

“穿上这身防护服才体会到什么是
汗如雨下，没有想象中轻松。”但他
从没有一丝抱怨，即使汗流浃背，也
尽职尽责的完成交给他的工作，尽
显一个退役军人的担当与风范。

支援完核酸检测工作后，看到
区红十字会招募志愿者协助转运捐
赠物资的消息，李奇飞又立即打来
电话，说自己有空可以去。工作人
员劝他说在家好好休息，这些天辛
苦了。他说：“没事，已经休息好了，
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可以
来。”

这一批捐赠物资需要运送到全
区16个医疗机构，他积极地搬运物
资、配合转送。因为配送点位较多，
中间几乎没有休息过，一直到圆满
完成转送任务。他说：“当别人跟你
说谢谢的时候，会觉得累也都是值

得的。而且还有千千万万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和我一起
战斗，能和他们一起为这座城市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很荣
幸。”

“有问题我上是最正常的”

2017 年，郑军从武警退役，进
入成华区红十字会赈灾科工作。作
为曾四次荣获三等功的优秀退役武
警，郑军始终退役不褪色。

“7 · 15”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郑军在组织统一部署安排下，先
后组织动员 78 余名志愿者支援各
街道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在任务最
紧、最重、最难的时候，有的岗位出
现志愿者体力不支或者临时缺人的
情况，郑军总是冲在第一线，熟练地
穿上防护服，顶着烈日，长时间投入
信息录入工作。有时候突发情况接
连发生，郑军总是第一时间了解情
况，及时询问进展，解决问题。

“还有哪个点位缺人？我马上
去补”成了郑军的口头禅。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曾是军人，现在是
红十字人，这都是我骄傲的身份‘勋
章’，有问题我上是最正常的。”

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的爱
心汇集成华。口罩、防护服、冰服、
矿泉水、方便面、蔬菜等物资源源不
断从各地运来，另外还有很多注明
或匿名捐赠。因捐赠时间不定、需
运送地点多、捐赠物资量大，有时凌
晨5时开始卸货，夜里20时才结束，
很多志愿者了解到情况后主动报名
参与物资搬运和分发，郑军说：“看
到这么多捐赠真的很感动，特别特
别感谢，能感受到大家对成华的关
心和关爱，想到可以让一线工作人
员和居民拿到远方送来的爱心，心
里很温暖，特别有干劲。还有这么
多志愿者愿意主动来帮忙，更是感
动。有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守望相
助，成华很快就能守得花开。”

夜市新风景
7月29日晚，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红十字会在陈元光广场开展以“红

十字地摊公益——人人参与学急救”为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活动，化
身“带货直播”，不卖货物，只送“急救知识和技能”。活动持续3个半小
时，50余人参与实际操作，发放宣传品500余份。 （王秀军）

红十字“编外儿女”的孝老情怀
——记江苏盐城射阳县红十字会金色华年志愿服务队

■ 吴杰明 王晨

近日，在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
新坍镇贺仁村，92岁村民陈正炎老
人的一封感谢信引发了热议。在贺
仁村一组的“金色华乡村睦邻服务
站”里，陆秀梅老人和一众乡邻纷纷
为热情服务的红十字志愿者竖起了
大拇指。

在写给镇民政办领导的这封感
谢信里，陈正炎老人热情地赞扬了
为贺仁村 100余位 80岁以上优抚、
高龄、孤残、特困老人持续提供无私
照护的两名红十字志愿者李书琴、
杨白玲。她们长年如一日，每天早
上 6 时左右就从自己家中出发，前
往附近的老人家中提供照护及家政
服务，为老人理发、修脚，采耳、洗衣
服、晒被褥。老人家做不动的栽菜、
晒谷、收种这些农家活计她们也无
偿代劳。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
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失能老人处
理大小便、擦洗抚慰。这些连老人
们的儿女都不能妥善做好的事情他
们亲历亲为，无微不至，着实感动了
众多乡邻与远近村民。

正如陈正炎在写给镇民政办领
导的感谢信里说的那样：“我们村有
几位老同志大小便失禁，大便在衣
服里，小便在裤子上，走不到人前就

闻到一股子臭味。可她们不怕臭，
为这些老同志倒尿，浆洗衣服。有
这样的同志为我们老人服务太好
了。我们子女做不到的，她们不怕
脏，不怕臭，不怕麻烦，不顾一切地
为我们老人做到了。他们真的称得
上是‘不是儿女的儿女’啊！”

陈正炎老人是一位退休老干
部，和老伴丁秀兰奶奶居住在贺仁
村五组。他和爱人共生育了六个子
女，都在外地工作，不住贺仁村。两
位老人的饮食起居早些年还能自
理，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体能衰
弱，老迈困苦，在所难免。陈老先生
深感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关怀与温
暖，情难自禁，说起志愿者的各种事
迹滔滔不绝：“以前老人们总是去街
上找理发店理发，花钱多，来去也不
方便，现在有了红十字‘流动的剃头
匠’，到小区广场来给我们理发，既
不收费，又省得大家跑腿，真是太好
了。”

“不能好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
了，让我也说两句。”一旁的陆秀梅
老人很热情，“红十字志愿者也不只
是为我们这些老人做好事，他们还
总是在关键时候为我们送来慰问
品。前一阵子闹疫情，她们的队长
郑婕驾车，一家一家地为我们送上
口罩、香皂、洗手液等防疫用品。”

老人们交口称赞的射阳县红十
字会金色华年志愿服务队是一支常
年活跃在全县各镇区的爱老、敬老、
助老的队伍，活跃队员达 150 人。
他们以专业化的服务技能、儿女般
的公益情怀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
着遍布城乡各处的年迈失能老人，
数年如一日，赢得了老人及其子女
们的首肯，也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
与赞誉。经过多年来的艰苦努力，
这支队伍已初步构建起了“以政府
政策为依托、创业创新为主导，基层
组织支持、融合社会力量，通过乡村
振兴推动养老事业，以智慧养老助
力养老产业”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
打造了以“中心城区养老机构、社区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乡镇敬老院、村
级幸福小院、乡村睦邻服务站”为经
纬的居家养老志愿服务1公里距离
圏与 5 分钟时间圈，实现了区域内
养老志愿服务的全覆盖，成为射阳
县居家养老志愿服务的一张名片。

金色华年志愿服务队队长郑婕
说：“有一种精神叫奉献，有一种职
责叫志愿。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大
小，只要他能把自我的快乐融入到
助老服务过程中，用微笑和活力去
感染并帮助老人，我们就一定能够
像萤火虫一般，在黑暗里发出一点
光；在劳动中收获一点幸福。”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启用
本报讯（东红）7月29日，山东

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积极开发
打造的“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微
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使用。

小程序包含爱心捐款、捐献登
记、会员加入、志愿者加入、救护培
训、人道救助六大功能模块。基本
涵盖了红十字会“三救三献”日常工

作，红十字基本业务都可以在小程
序上实现办理。例如会员加入模块
中，用户通过填写个人信息即可入
会，还可以选择是否申领实体证书
及徽章，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入会流
程。小程序上线 3天已成功发展 9
名会员，累计捐款达到31笔。

2022上半年，区红十字会申请

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创建的博爱
通平台，进一步拓宽了捐款渠道，整
个捐款流程更加透明、公开，方便群
众查询监督。持续使用志愿服务平
台、报灾备灾平台、救护培训系统等
多个线上平台，实现了博爱通、微信
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捐款等
多个线上途径的相互补充。

义乌接警员1分钟紧急救回被噎婴儿
本报讯 （金红）7月 22日 14时

25 分，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接警员丁淑嘉接到一则紧急
救助电话，一名10个月大的婴儿被
异物噎住。

“怎么办！我小孩快被噎死
了！”电话中，母亲哭着说。

听到对方言语中充满了惊慌，
具备红十字救护员证的接警员丁淑
嘉没有慌乱，按照工作要求，丁淑嘉
立即按响警铃启动接警大厅快速处
置程序，边接警边处警边告诉电话
那头的母亲：“请把孩子平躺放在膝
盖上，头部低于下半身，两根手指头
并拢击打，两乳头连接线中间点。”
按照红十字应急救护标准流程，丁
淑嘉快速在头脑中梳理急救要点，
第一时间冷静指导对方开展海姆立

克急救法并安抚报警人情绪，指导
过程中，丁淑嘉通过系统指令一线
警力快速出警到现场提供帮助，同
时，与120连线实行三方通话，请求
120医生给予更专业的指导。

所幸，家长在电话指导下，急救
及时，为120医生赢得了宝贵时间，
经医院进一步医治，孩子最终身体
无碍。

“其实当时自己也很紧张，但是
一定不能乱，越乱对方听不懂就越
麻烦。”丁淑嘉坦言，幸好自己去年
10 月参加了义乌市红十字会组织
的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置点
救护员培训班，并取得红十字救护
员证书，掌握了相应的急救知识与
技能，为此次正确应急处置奠定了
坚实基础。

宁波象山救护师资路遇伤者成功施救
本报讯 （象红）7月 27日 20时

许，浙江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师陈瑶
与朋友骑摩托车经过宁波市象山大
目湾新区海岸线工业区路段时，发
现一名老人坐在路边，好像受伤了，
旁边一个小伙子急得手足无措。

陈瑶立即和朋友停好车，从后
备箱里取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跑过
去。经过查看，发现老人用口罩捂
着左腿，鲜血还在往外冒。旁边的
小伙子说，他是伤者的儿子，和 60
岁的父亲各骑一辆电动车出游，父
亲不小心摔倒后出了很多血。

“这是血管爆裂，如果不及时止
血，会有休克的危险！”陈瑶立即对
老人腿上的出血处进行了按压包
扎。3 分钟后，他完成了整个急救

包扎过程，帮助伤者成功止血。
随后，他们把伤者扶到摩托车

后座上。陈瑶骑上摩托车将伤者送
往离大目湾新区最近的象山县中医
院急诊科救治，又帮忙挂了号。

医生检查发现伤者挫伤非常严
重，膝关节皮肤全部裂开，髌骨骨
头、筋脉外露。幸好在陈瑶的帮助
下，止血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0多分钟后，伤者的儿子赶到
了医院。陈瑶向伤者儿子交代了医
生提醒的注意事项后才离开。

陈瑶说，自己平时就随身携带
急救包，以便碰到意外情况时进行
救护。此前，他救助过交通事故的
伤者、下雨天摔倒的老人，算上这
次，已是他第三次救人了。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红十字公交急救包正式“上岗”

公交急救包 架起连心桥
本报讯 （满红）8月 2日，内蒙

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开展红
十字急救包“上”公交车主题宣传活
动，为首批 100 辆运营公交车配备
红十字急救包。

印有“红十字”标志的急救包内
配有酒精消毒液、止血带、创可贴、
清凉油、烫伤膏、药棉、碘伏、口罩等
20 余种日常急救用品和交通安全
急救手册。急救包被安放在公交车
内最醒目的位置，方便乘客在乘坐
公交车途中突发急症或遭受意外伤
害时自救互救使用，乘客日常乘坐
公交车时也可以随时浏览学习应急
避险安全小知识，为乘客安全出行
增添一份保障。

“应急救护进公交系列活动，是
满洲里市红十字会 2022 年重点项
目之一。”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王鑫介绍，此项目分三阶
段实施，第一阶段在市运营公交车

上配备红十字公交急救包，给乘客
出行多一份安全保障，提升城市公
交人性化服务；第二阶段满洲里市
红十字会将陆续为全市交通系统司
乘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提高工
作人员遇突发事故的自救和互救能
力；第三阶段将精心设计、打造“红
十字公交宣传车”，车内对红十字起
源、人道文化、三救三献知识等内容
进行宣传，让广大乘客在乘车之余
进一步了解红十字知识，提高应急
救护能力，感受到“人道 ,博爱 ,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

近期，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将分
批次针对司乘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让更多司乘人员掌握急救知识
和专业技能，提升车内突发事件的
应急救护能力，为群众安全出行保
驾护航。同时，力争十四五期间实
现急救包在全市公交车、班线客车、
旅游客车全部“上岗”，达到全覆盖。

安徽淮南红十字会“快乐益夏”如约开启
本报讯 （陈玉琴）7月 28 日至

29日，安徽省淮南市红十字会启动
2022年“快乐益夏”志愿服务项目，
对项目志愿者进行了红十字运动、
志愿服务、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
培训。之后，他们将在献血屋和跟

随献血车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
偿献血宣传动员和采集服务，进行
捐献志愿者信息录入和在库志愿者
回访，开展群众应急救护培训普及、
为特殊群体酷暑送清凉等公益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