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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我们的新时代

张家港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本报讯 （施琼洁）近日，江

苏省张家港市经开区（杨舍镇）花
园浜社区博爱家园联合城东悦杨
残疾人之家开展急救知识培训。

惠济区应急救护知识进机关
本报讯 （惠红）8月 5日，河

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红十字会赴新
城街道办事处开展急救培训。

上饶举办水上救援培训班
本报讯 （上红）8月 4日，江

西省上饶市红十字救援队水上救
援培训班在广信区信江开班，来
自信州区、广丰区、广信区、三清
山的30名队员参加。

兴安盟为马拉松赛保驾护航
本报讯 （兴红）8月 6日，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
办城市马拉松赛，盟、市红十字会
在马拉松赛沿途五个点位设置服
务点，为参加赛事的运动员提供
志愿服务。

铁西区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 （铁红）8月 2日，辽

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红十字会按照
“铁西区企事业单位千人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计划”安排，赴笃工
街道劳动里社区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进社区”活动。

五峰举办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五红）8月 4日，湖

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红
十字会举办 2022 年度全县红十
字救护员培训班。

慈悲社社区解决老人实际困难
本报讯 （慈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慈悲
社社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老人运
用智能技术普及培训活动。

城固红十字知识宣讲进社区
本报讯 （城红）8月 4日，陕

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红十字会在城
东社区开展红十字运知识宣讲。

沛县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本报讯（关文正 魏佑）8月

2日至4日，江苏省徐州市沛县红
十字会连续3天在沛公园景区水
域为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实景
防溺水安全宣讲。

达茂旗助力那达慕大会
本报讯 （李佳琪）8月 1日，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
安联合旗红十字会为旗第9届文
化旅游节暨第 32 届那达慕大会
提供志愿服务。

濮阳七夕摆摊教急救
本报讯 （徐光鲁）8月 4日，

河南省濮阳市红十字会举办“我
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将应
急救护与“地摊经济”相结合，开
展相关知识技能普及培训。

廊坊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
本报讯 （廊红）8月 3日，河

北省廊坊市红十字会赴市人防办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福山区为教师开展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福红）近日，山东

省烟台市福山区红十字会联合教
体局分批次对 150余名教师进行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盐城开展青少年儿童急救培训
本报讯 （盐红）8月 3日，江

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与盐都区心
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开展青
少年儿童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隆昌到消防大队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隆红）8月 2日，四

川省隆昌市红十字会赴隆昌市消
防大队开展应急救护员培训。

江阴举办应急救护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 （韩斌）8月 2日，江

苏省江阴市红十字会、市卫健委、
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江阴市红十字
应急救护职业技能竞赛。

鄂州急救知识进新华书店
本报讯 （郭怀德）8月 6日，

湖北省鄂州市红十字会联合西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走进新华书店鄂州书
城，开展“为生命护航——安全相
伴·快乐成长”安全知识宣讲。

高邮举办健康达人技能竞赛
本报讯 （陈亚楠）8月 6日，

江苏省高邮市卫健委联合市红十
字会、市总工会、市科协联合举办
高邮市首届“安康杯”职业健康达
人技能竞赛。

有守护才有平安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泳”安计划百日巡河志愿服务项目纪实

■ 记者 贺晔

“各位小朋友，请不要在河（江）
边玩耍、游泳，要远离危险，保护好
自己。”

“各位家长一定要嘱咐好孩子，
不要下水、游泳，千万注意安全。”

近日，在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
盱江和黎滩河两畔，一群身穿“红十
字”马甲的“热心人”顶着炎炎烈日，
每天从15时至19时，用脚步丈量河
岸，及时劝阻在河（江）里戏水、河
（江）边玩耍等危险行为。他们就是
南城县红十字会“泳”安计划百日巡
河行动的防溺水志愿者。

夏日悲剧频发
“泳”安计划织就立体“安全网”

每年夏季，溺水事件多发已成
全国各地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
杀手”。南城县水域面积广阔，有盱
江、黎滩河两条河流穿城而过，特别
是每年 6月至 9月为溺水事故高发
期。

2019 年 8 月 3 日，南城县盱江
双江楼附近河段发生一起溺水悲
剧，两名小孩在河中游泳时不慎溺
水身亡。

“这次事件在南城县引发高度
关注，也让当年 3 月才理顺管理体
制的县红十字会将工作重点聚焦到

‘防溺水’这个公众十分关切，又事
关生命及无数家庭幸福的热点之
上。”当时，南城县红十字会常务副
会长余琳娜也才履新不久，她敏锐
地意识到这是县红十字会在易发生
溺水事故的青少年学生及其家长、

教师群体中推进生命健康教育的一
个契机。

2020 年 5 月，由南城县红十字
会牵头，县教体局参与的“泳安计
划”百日巡河志愿服务项目正式启
动。今年已是项目实施的第三年。

项目每年共开展志愿活动百余
天，主要通过进校园和社区宣讲以
及巡河劝导“双线”行动，预防青少
年溺水事故发生，构筑未成年人防
溺水安全工作的“铜墙铁壁”。

“每年 4月至 5月，我们的防溺
水宣讲团就会行动起来，在全县范
围内的中小学校开展‘珍爱生命，预
防溺水’主题宣讲活动，提高学生群
体防溺水安全意识。”余琳娜介绍，
这些宣讲的主要内容是拒绝野泳、
预防溺水、自救互救、心肺复苏等实
用救援知识，“恰好可以与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结合起来。讲师是红十
字救护师资或救援队员，他们会结
合亲身经历的真实救援案例，深刻
剖析溺水发生的诱因、造成群死群
伤的不当的救援方法”。三年来，南
城县红十字志愿者开展防溺水宣讲
近百次，数万名学生从中受益。

除宣讲之外，“百日巡河”是县
红十字会牵头开展的第二项防溺水
行动。每年5月下旬至9月上旬，县
红十字会启动为期100余天的巡河
行动，由县红十字救援队员、红十字
志愿者及教体局抽调的教师志愿者
共同组成巡河志愿服务队，每天下
午、傍晚在县城危险水域、市民野泳
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宣传防溺水
知识、劝阻野泳野钓人员、劝导戏水
青少年，并做好巡查记录，及时将青

少年野泳情况反馈县教体局，由学
校进行教育引导。“教师志愿者的加
入，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增加了劝阻
行动的威慑力。”余琳娜笑言，很快
她又严肃起来：“但对于志愿者来
说，这是最辛苦、最笨的防溺水办
法，却又是最有效的。”

为降低施救人员救援时间和风
险，南城县红十字会还采购一批救
生竿，组织巡河志愿者在巡河溺水
事故易发的重点河段设置救生竿，
以备不时之需。

自巡河活动启动以来，南城县
区域未再发生一起青少年溺亡事
故。

百日巡河三年
全员参与系劳防溺“安全绳”

5 月 20 日上午，南城县红十字
救援队接到群众紧急求助，一名少
年在太平桥河堤附近落水，急需救
援。救援队立即派出毛应祥、尧光
辉、熊建新等 7 名队员迅速前往事
发地。救援队员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少年已在距离岸边 300 多米的
深水区，水淹没至他的胸口。情况
危急，救援队副队长毛应祥和闻讯
赶来的派出所民警立即跳下水，朝
着男孩落水方向游去。经过 10 分
钟的紧急救援，落水少年被成功救
上岸。

事后，毛应祥以“毛哥”网名在
自己的抖音号中分享：“我们宁愿冒
着烈日巡逻，也不愿接到任何一起
溺水事故的消息；我们宁愿饱受委
屈和不理解，也不愿听到那撕心裂
肺的哭声……”道出了巡河志愿者

的一段心声。
对于“毛哥”提到的“委屈和不

理解”，救援队队长陈锦华有更深的
体会——每一次劝阻家长带学生下
河，都是一场“战役”，一次“狙击
战”；每一次劝导已下河的人上岸，
都是一场谈判，一次由远而近的谈
判。

“我们经常听到的拒绝是这样
的，‘我会游泳啊，我能行’‘我在这
游这么多年了，要你来说’；还有人
情绪激动起来，说‘你们不要多管闲
事’……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每当
意外来临，即使会游泳也可能来不
及反应。”陈锦华列举了众多意外情
况，水位突然变化、水草缠绕、水下
暗流、身体突发不适等，“如果遭遇
意外，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来说，
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面对不
肯配合的下水者，志愿者们想了多
种办法，最常用的是“我们也不吵也
不骂，就不停劝，盯着他，盯到他情
绪平静下来，不好意思不上岸为
止”。

三年来，南城县巡河志愿者共
出动 1256 人次，服务时长 3296 小
时，填报巡河日志269条，成功劝导
阻止青少年野泳 2000余人次，在重
点水域设置永久救援点72个，投放
救生竿80余根。

志愿者坚持不懈地付出，“取得
了一点成绩”。在救援队给出的巡
河工作报告中，写出了一条志愿者
亲身体会到的改变：“开始时，大家
不理解、不听劝；后来，一听到我们
宣传喇叭的响起，大家纷纷上岸，自
觉远离水域，拒绝野游。”还有一条

总结是，“我们尽己之力防止溺水事
件的发生，并由此带动更多社会力
量的参与。”

陈锦华介绍，2022年巡河行动
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全员参与”。
因为前两年行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
果，除县红十字会和县教体局以外，
南城县各政府部门包括基层社区工
作人员也参与进来。

今年夏季来临前，南城县沙洲
镇党委提出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完善
镇、村、学校、家庭、社会“五位一体”
的联防机制，不断加强青少年防溺
水安全教育和精准管理，坚决筑牢
夏季防溺水“安全网”。

新丰街镇发布实施《2022年新
丰街镇预防青少年学生溺水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该镇人大代表联合新
丰中小学、卫生院、执法大队等部
门，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失职
追责、积极预防、依法处置”的原则，
构建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
防范溺水安全工作责任体系和“政
府主导、部门协作、镇村为主、联防
联控”的工作机制，守牢易发生溺水
事故的危险水域，做到宣传教育全
覆盖、警示标志全覆盖、隐患排查全
覆盖、监管监控全覆盖，最大限度减
少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现在，我们周边县的政府部门
和基层工作者也‘有样学样’行动起
来，大家就‘指责’——‘就是你们开
始卷起来的’。”陈锦华提起这个说
法时有玩笑也有欣慰，“因为更多人
的参与，我们今年的巡河比往年要
轻松多了”。

共享安全假期
日前，浙江省金华市红十字救护培训志愿者服务队到三江街道万达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防溺水应急救护培训，运用各种情境式、
模拟式教学，把课堂“搬”到水渠、水库、池塘边，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自救
互救的知识要点，提高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自护能力。 （金红）

深圳400余座消防救援站全部配备“救命神器”

筑牢生命安全网
本报讯 （伍静）为提升市民自

救互救意识，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广
东省深圳市政府将公共场所配备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纳入民生
实事，截至 2022年 7月，全市 400余
座消防救援站已全部配备 AED 一
体机设备。

自 2009年起，深圳市红十字会
多次为全市消防员、消防志愿者（义
工）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和技
能（含AED操作使用）、红十字水上
安全救生知识与技能普及培训、救
护员资格培训和救护师资资格培

训。截至目前，累计培训 6000 多
人，全市消防救援站实现 AED+急
救技能的全覆盖。

2013年起，市红十字会多次联
合消防部门举行火灾、地震、车祸、
洪涝、溺水等应急救援演练，进一步
提升消防员水上安全救生、应急救
援能力，减少水上意外事故伤害的
发生。2018 年 10 月 28 日，为发展
中国家灾害管理和人道主义救援研
修班的 52 名代表汇报了水上安全
救生演练科目，获得代表们的高度
评价和肯定。每年，深圳市红十字

会都派员担任市消防系统 IRB 激
流救援课程培训教官和消防系消防
演练大赛考官。

市红十字会还先后于 2010年、
2011 年与市公安局消防支队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深圳市消防
志愿者（义工）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工
作的通知》《关于开展 2011 年深圳
市消防志愿者（义工）初级卫生救护
培训工作的通知》，与消防部门在应
急救护、应急救援、无偿献血等多个
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携手共筑生命
安全网。

江西鹰潭市红十字救援队及时救援获赠锦旗
本报讯 （鹰红）“金杯银杯不

如老百姓的口碑，千赞万赞不如群
众点赞。”8月5日上午，江西省鹰潭
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人员来到市红
十字会，将一面写有“无私奉献，公
益救援”的锦旗送给鹰潭市红十字
救援队，以表达感谢和敬意。

8月2日，市红十字救援队接到
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求助电话，称
市沿江路东湖路段源水管道因排气
阀故障导致漏水，如果关闸维修将
影响到水厂生产，对保障全市安全
供水产生一定影响，请求市红十字
救援队给予帮助。接到求助电话

后，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朱想华、饶
锦西、桂子豪、周一凯、汪志文、吴俊
鹏等 6人第一时间响应，冒着近 40
度的酷暑，带着潜水装备紧急赶往
故障路段，潜入深达 4 米左右的管
道中关闭排气阀成功处置了故障，
保障了全市自来水正常供水。

重庆涪陵区志愿者路遇昏迷患者，紧急成功施救

“我必须站出来”
本报讯 （渝红）近日，刚参加

完重庆市涪陵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
知 识 培 训 并 取 得《 心 肺 复 苏
（CPR）+AED 培训证书》的志愿者
罗应文经过高笋塘新世纪商圈附近
时，发现很多人围在一起，他上前查
看，发现一名中年女子倒在地上，昏
迷不醒。

见此情景，罗应文丝毫没有顾
虑，想起刚学过的急救办法，立即跪
在晕倒女子身侧，让围在旁边的人
群散开，保证昏迷女子有足够的新
鲜空气，并呼唤旁人帮忙拨打 120
急救电话。随后，他用手探查昏迷
女子的呼吸和脉搏，一边大声呼喊
一边轻拍女子双肩，确认女子呼吸
脉搏正常，并让她保持侧躺位维持
呼吸道通畅。过了一会儿，女子慢
慢苏醒过来，但仍然很虚弱，罗应文
立即到旁边的餐饮店买了一杯豆浆
递给她喝，但是该女子意识仍不清，
一直不张嘴。有围观群众递过来一
根棒棒糖，罗应文立即喂给女子吃，
不久之后，她慢慢有了反应，现场的
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见女子清醒过来，此时 120 救
护车也到达了现场，罗应文便默默
离开了现场。

事后有人问罗应文：“如果当时
那名女子出了问题，你不怕她的家
人找你麻烦吗？”“当时看到女子晕

倒在地，一时间也没有人上前帮助，
我心里非常焦急，而我又恰好在红
十字会学过急救知识，又是红十字
志愿者，所以根本想不了那么多，我
必须得站出来。”罗应文说，“何况我
还是一名退伍军人和共产党员，更
是应该帮助困难群众。”

罗应文是涪陵区百胜镇观音村
人，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天生一
副热心肠，1994 年开始无偿献血，
截至今年8月2日，总计献血87次，
累计献血量近 30000 毫升，荣获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今年初，罗应
文加入涪陵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成为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

事实上，此次救助晕厥女子并
不是罗应文第一次帮助别人。今
年 6 月，罗应文在北山坪大草坪游
玩时，听到有人说旁边水库里有人
落水，他也曾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
中，与江北街道派出所民警一起将
女子救到岸上，但因落水太久，女
子已经没有了呼吸。罗应文心里
一直记着这件事，他觉得如果自己
再早一点发现可能就会救回女子
的性命。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此
后，他便与涪陵区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的伙伴们加大宣传力度，深入学
校、社区、院坝积极开展防溺水安
全教育宣传活动，希望同样的悲剧
不再上演。

浙江德清建设未来社区应急救护微单元
本报讯 （德红）近日，走进位

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的
百合未来社区“塔山里”，一个崭新
的应急救护微单元公众自救体系及
名师培训中心正式启动。AED（自
动体外除颤机）、AED仿真训练机、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专业培训师……
在这个小区里的“最小急救单元”，
专业化的配备应有尽有。

首场“塔山里”应急救护微单元
应急救护取证培训已完成，首期培
训 26 人，均为小区居民。“接下去，
我们将对小区常驻群众开展急救知
识普及培训及学习体验工作，达到
常驻群众 80%、党员 100% 的普及
率，实现常驻群众 30%以上参加应
急救护 CPR+AED 技能培训并通
过考核取证，储备多名战备型急救
保障人员。”街道工作人员卞晖介
绍。

除此之外，社区工作人员对小
区 70 周岁以上独居或夫妻共同居
住的名单进行梳理，首期将选择 10
户老人家庭安装“一键呼救按钮”。

“一键呼救按钮”将接入小区消防控
制室，实现 24 小时应急反馈机制，
并接入 120 急救中心，急救信息还
会第一时间传导到具备CPR+AED
技能培训证书的附件小区居民手机
上，实现急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

通过接下来几个月的运营，“塔
山里”应急救护微单元力争实现“心
源性猝死”模拟急救成功率 100%，
即AED处于战备管理能用状态，并
且在模拟急救事件产生时能在3分
钟内到达事件现场；战备急救员及
公益志愿者急救员能够稳定比例开
展培训及实训，并且在模拟急救事
件产生时能在3分钟内到达事件现
场参与模型考试。

下一步，“塔山里”应急救护微
单元将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实战
模拟演练，常态化、高频度开展演
练、测试，重点检验最小应急单元快
速反应能力、情况报告能力以及快
速联动能力，提高真实事件急救成
功率，为周边其他场景公众自救体
系提供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