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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是一线，一样为灾区人民服务”
——记“9·5”泸定地震物资转运中的红十字志愿者

■ 记者 杨振宇

9 月 8 日，四川“9·5”泸定地震
救援进入第四天。泸定县综治中心
物资中转站，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资
汇集此地，等待统一调配。满载救
援物资的车辆不断从这里出发，将
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源源不断地运
往灾区。

广场上开进来一辆空货车，刚
一停稳，20多名红十字志愿者飞奔
至车后，站成两排。一位手拿出货
单的志愿者大声喊着需要装车的物
资：“大米 3000 斤 60 袋！方便面
300 箱！矿泉水 300 箱！饼干 200
箱！”话音刚落，一袋袋大米，一箱箱

矿泉水便在20多双手臂组成的“传
送带”上传进车箱。

15 分钟后，物资装载完毕，大
货车很快驶出中转站，奔赴震中磨
西镇。忙碌的志愿者们有了短暂的
休息时间。

18岁的王富军满脸汗水，坐在
一旁。5日地震发生后，学校停课，
他当即来到泸定县红十字会报名参
加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几乎在同
时，他的父母也奔赴磨西镇抗震救
灾一线。

“地震发生后心里很着急，第一
次觉得灾难就在自己身边，想为家
乡做点事。”9月6日，王富军在德威
镇搬运物资，一袋近 200 斤的土豆

扛在肩上，他瞬间被压得跪在地上，
汗水流进眼睛，他咬咬牙又站了起
来。

“搬运物资的志愿者，下至十二
三岁，上至五六十岁，每个人都在拼
尽全力。”王富军说，参加救援志愿服
务的四天里，自己每天都被泸定人民
感动着。“我在这里见到有捐一箱矿
泉水的，也有抱着纸箱里面装着几十
万现金前来捐赠的，爱心不分大小，
灾难面前，我们泸定人很团结。”

地震发生后，王富军的父母向
灾区捐赠了价值 7000 多元的方便
面、矿泉水、牛奶等物资，“外省有灾
情时，我家也会捐款”。

“昨天和父母联系了，他们在救

灾一线住帐篷，有菜有肉。”父母也
很放心儿子，正在读高三的王富军
成绩优秀，他说：“这次救灾，我也想
交出自己满意的答卷。”

27岁的杨德军摘下手套，擦着
额头的汗水。他家住附近，每天早
上六七点来，晚上八九点走，8日是
他参与救灾的第三天。“累是挺累，
但是心里舒坦啊，我在为家乡人民
做贡献！”杨德军打工的收入并不
多，队友问他，有没有想过在这搬物
资影响挣钱，杨德军眼睛一瞪，拍了
拍身上的红马甲说：“看见这衣服没
有？咱是红十字志愿者！”

9月 6日晚上 8点，周雪强来到
物资中转站参与搬运，一直忙到次

日凌晨 4 点多，又困又累，“感觉腰
都直不起来了，但心里头踏实。”他
走进综治中心办公楼，在一间办公
室的沙发上睡到天亮。7日上午不
到8点，他又加入了搬运队伍。

王杰和李涛杰两位志愿者说：
“发自内心地想为灾区做点事。”他
们报名成为红十字志愿者，每天和
队友们在这里装十几车货物。

每天都很忙碌辛苦，但志愿者
们说：“这里也是一线，一样为灾区
人民服务！”

9岁的李万骞闹着让姐姐带他
参与救灾，他说：“我看电视了，还有
比我小的志愿者呢！”一位红十字志
愿者把一箱饼干递给李万骞，他抱

着箱子，递给下一位志愿者。在搬
了几箱矿泉水后，他退到一旁，喘着
粗气说：“我叔叔是退伍军人，已经
去救灾了，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一
样！”

一位大姐穿过人群，走向几名
红十字志愿者，她说：“你们这里还
需不需要人啊？我51岁了，我也想
过来做点事。”在得到肯定的回答
后，她高兴地戴上手套，加入到搬运
物资的红十字志愿者队伍中。

地震发生后，共有 50余名红十
字志愿者在泸定县综治中心物资中
转站参与物资搬运。“灾区收到的物
资都经过我们的双手，感觉挺自豪
的。”一位红十字志愿者说。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世界急救日”活动（一）

陕西 西安市长安区红十字会
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急

救伴我行”为主题的“世界急救日”
宣传活动。鄠邑区红十字会为外派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员开展鄠邑区
2022 年第三期心肺复苏持证救护
员培训；在娄敬路社区社区开展第
二十四场急救科普进社区活动。

咸阳市红十字会联合礼泉县红
十字会为陕西省新天地固体废物综
合处置有限公司近 60 名企业员工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发放《防灾
减灾知识宣传册》60余本。

安康市宁陕县红十字联合县义
工联合协会，围绕“终身学急救，救
护伴我行”主题开展纪念第 23 个

“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延安市宝塔区红十字会在全区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六进”活动，在
6个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放置点
位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子长市
红十字会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
伴我行”为主题的急救知识进校园
活动。

汉中市汉台区红十字会在汉中
市太白路万邦龙亭广场开展以“终
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宣
传纪念活动。

兴平市红十字曙光救援队赴市
岳阜小学开展校园应急疏散演练活
动。

江苏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
街道五塘新村一段社

区红十字会开展“挽救生命，减少
伤残”主题活动。江宁区谷里街道
石坝村红十字会联合星宸文化艺
术服务中心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活动；百家湖小学红十字会开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系列讲座；上元中学红十字会向
师生宣传应急救护知识；台创园红
十字会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
伴我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东山
街道联合区红十字会深入辖区各
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救护主
题活动。建邺区莲花北苑幼儿园
开展心肺复苏应急救护专题培训。
溧水区红十字会为南京城市职业
学院 2000 余名大一新生开展救护
培训。秦淮区红十字会举办纪念
第二十三个“世界急救日”活动，组
织救护师资和志愿者在地铁站等
人流密集处宣传、示范急救知识和
技能。

溧阳市红十字会赴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天目湖校区，开展“世界急救
日”主题培训活动。

盐城市红十字会赴市解放路实
验学校开展纪念“世界急救日”应急
救护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射阳县红
十字会走进江苏省射阳中学、射阳
县第二中学、江苏省射阳中等学校
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系列宣传活
动。亭湖区红十字会在大洋街道通
榆北村社区举办“终身学急救，救护
伴我行”主题宣传活动。大丰区红
十字会在南阳镇以“救在身边·校园
守护”为主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张家港市红十字会在南丰镇科
文中心举办 2022 年“世界急救日”
主题宣传活动。凤凰镇红十字会在
凤凰山景区开展红十字急救知识宣
传活动。

泰州市红十字会、高港区红十
字会在野徐镇康居社区开展“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题活动。

淮安市洪泽区红十字会安排应
急救护师资为城管局执法人员开展
CPR+AED急救技能培训，共 80人
参加。

江苏省总工会、常州市红十字
会、常州经开区交警大队以及爱心
企业运满满快车、徕克美医疗共同
携手，在货车上配置 AED，并为货
车司机开展专业急救培训，打造“移
动AED急救站”。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红十字会
联合七都卫生院开展“终身学急救，
救护伴我行”活动。

江阴市红十字会开展“世界急
救日”志愿服务活动。

南通市红十字会围绕纪念“世
界急救日”开展系列活动：为国网南
通供电公司近 2000 名员工开展救
护持证培训；为35所市教育局直属
学校和 12 所在通大中专院校培训

“红十字救护员骨干”183 人；在全
市A级旅游景区提供应急救护志愿
服务；在南通西站普及群众性救护
知识与技能；发动全市各级红十字
会在博爱家园、街道、社区等场所开
展37场 公益云课。

徐州市铜山区红十字会开展以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应急救护宣传普及活动。

镇江市红十字会联合京口区红
十字会举办纪念活动。

邳州市红十字会组织机关党员
和邳州市先锋救援队队员在艾山景
区开展“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

高邮市红十字会联合临泽镇红
十字会在临泽社区博爱家园开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题宣
传活动。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小学红
十字会组织开展 2022年“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安宜镇南闸村红
十字会、南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举办“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
题救护知识普及讲座活动，80余人
参加。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教育局，面向辖

区中小学生直播急救知识，超10万
名学生在线观看。

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科技馆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为主题，举办第二十三个“世界
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台州市红十字会举行 2022 年
“世界急救日”应急救援演练暨黄岩
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成立仪式。

丽水市庆元县红十字会围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题，为
军训学生、学校教师、一线交警、消
防员等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龙
泉市红十字会围绕“终身学急救，救
护伴我行”主题，组织救援队、应急
救护培训师21人到全市中小学校、
乡镇、社区，深入开展“世界急救日
为龙泉生命赋能”三大行动。缙云
县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
应急救护培训等系列活动。

湖州市高新区（南浔镇、度假
区）卫健办、红十字会联合浔南社区
组织梦回公益志愿者开展主题为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的第七
期急救员培训。

四川 广安市红十字会联合市
红十字志愿者救援队、

广安区红十字会、广安区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开展主题为“终身学急救，
救护伴我行”系列宣传活动。邻水
县红十字会联合蓝天救援队、县红
十字志愿者服务队及有关单位开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题宣
传活动。

安徽 黄山市红十字会为全市
体育教培机构教练员举

办救护员培训班。黄山区红十字会
走进甘棠镇龙北社区开展“终身学

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应急救
护培训活动。

宿州市泗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
救护演练暨主题宣传、应急救护知
识“进社区”“进农村”和急救知识线
上有奖答题等系列活动。

安庆市大观区红十字会联合区
卫健委、区疾控中心在花亭北村社
居委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向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150余份，毛巾、抽纸等宣
传用品200余份。宜秀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卫健委在区应急综合救援队
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
为主题的宣传培训活动。

山东 东营市垦利区红十字会
举行 2022 年“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暨 2022年
第 20 期红十字青少年应急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东营区红十字会在博
爱家园商隆社区救护一条街举行主
题宣传活动。

德州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以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世界急救日”系列活动：为市文
旅局、市委老干部局60余名机关干
部讲解应急救护知识；先后走进德
州五中、德州一中，为170余名师生
讲解防溺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
救法等急救知识，并组织学生进行
心肺复苏实操练习；开展应急救护
知识科普宣传活动，红十字救护师
线上直播讲解防溺水、心肺复苏及
AED使用等急救知识，共 2万人同
时观看直播。

烟台市蓬莱区红十字会围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宣传主
题，组织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红十字
民兵救援队走进区郝斌中学、蓬莱
黄海绿洲公园，为师生、群众送去实
用的应急救护知识。福山区红十字
会联合区崇文中学开展以“关爱生
命 救在身边”急救知识培训进校园
活动，为参加军训的 1000余名初一
新生宣传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临沂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健康临沂推进委员会办
公室、市广播电视台在临沂市博爱
园举行“最美红十字救护员”发布仪
式暨“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赴客运站，开展“终身学急
救，救护伴我行”主题活动。海拉
尔区红十字会组织“世界急救日”宣
传培训活动，联合区人民武装部开
展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主题培训，
30余名民兵参训，发放红十字宣传
手册100余份。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红
十字会深入旗公安局组织开展以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应急救护宣传培训。东河区红十
字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红十字
会、县医院走进第三中学开展应急
救护知识技能普及宣传活动，为
500多名初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知
识技能培训。

通辽市红十字会走进通辽一
中、通辽五中、通辽市工业职业学校
为军训新生开展主题为“终身学急
救，救护伴我行”的救护培训活动，
并开展心肺复苏实操演练。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红十字
会围绕活动主题，开展救护员培训、
应急救护培训等活动。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十字会分
别在克旗蒙古族中学、萃英学校、经

棚二中、经棚职业中学开展 4 期应
急救护普及培训，共 2100余名师生
参加。

江西 九江市各级红十字会采
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组织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全市共组织
各类宣传教育活动近百场，2 万余
人次参与其中。濂溪区红十字会向
区老年大学赠送红十字急救箱，并
开展急救培训。

樟树市红十字会联合清江小学
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知识竞答
赛。临江镇联合市红十字会开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题宣
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
免费义诊50余人次。

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会联合红
十字“希望之家”志愿服务队、下浦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分队，在下浦街
道锦川社区举行一系列应急救护科
普活动。

福建 福州市晋安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岳峰镇政府、王

庄街道砌池社区深入开展“终身学
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急救日
宣传活动。

泉州市惠安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应急局、县卫健局、县红十字会志愿
服务队，在遵循疫情防控要求的前
提下，开展“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2022年“世界急救日”主题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应急救护培
训讲师及志愿者借助教具向群众展
示心肺复苏术、海姆立克急救法等
相关急救知识，并引导群众亲自动
手实践。

漳州市漳浦县红十字会携手中
共县委台港澳工作办公室、县地震
办、县台商联谊会等，邀请漳州科技
职业学院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资为
在场的 50 余名在浦台企代表及企
业员工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公
益培训。云霄县红十字会走进江滨
公园，深入开展以“救在身边·景区
守护”为主题的普及活动。

河北 石家庄市高邑县红十字
会组织基层乡镇红十字

会召开急救日工作部署会，共发放
宣传资料 1000余份，发放宣传品书
包600余个。

秦皇岛市第一个“红十字生命
健康安全教育基地”在北戴河集发
农业梦想王国景区内落成并举行揭
牌仪式；组织专业师资支持市红十
字令火青年志愿服务队走进市升华
中等职业学校，举办红十字知识普
及培训。

廊坊市红十字会开展以“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黑龙江 鸡西市红十字会走
进滴道区白云社区

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宣讲活
动，40余名社区工作者参加。

云南 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
红十字会为参加县住建

局“万名党员进党校”的 50 余名党
员和干部职工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红十字
会、县中医院开展“世界急救日”暨

“99公益日”主题宣传和义诊活动，
80余名志愿者参加。

曲靖市红十字会在寥廓公园
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
为主题的“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
沾益区红十字会全体干部职工走
进龙华街道新龙社区，为 40 余名
群众开展应急救护知识的宣传培
训活动。

甘肃 平凉市崆峒区红十字会
联合市红十字会举行纪

念第 23个“世界急救日”暨 99公益
日主题宣传活动。灵台县红十字会
邀请县人民医院救护专家联合县红
十字会救护师资，在灵台一中、灵台
二中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为主题的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
活动，两所学校 1300 余名师生参
加。庄浪县红十字会围绕生命教
育，联合紫荆社区举办“终身学急
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生命教育
线上培训活动，230 余名社区居民
参加。崇信县红十字会走进崇信东
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开展应急救护
普及培训活动。

白银市平川区红十字会为平川
区实验中学参加军训的高一新生进
行应急救护培训。

石嘴山市红十字会开展“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题系列活
动。为市公安局、市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 77 名一线民警和机关会议中
心服务人员、安保人员开展应急救
护取证培训；为大武口区青山街道
汉唐社区、长兴街道兴民村60余名
老人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为新
民小学学生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讲
座；为石嘴山市农村商业银行 160
余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讲
座；联合大武口区红十字会组织工
作人员、志愿者、应急救护师资赴青
山公园门口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张掖市甘州区红十字会联合市
红十字会及各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以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

金昌市红十字会开展以“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世
界急救日”系列宣传活动。

定西市通渭县红十字会在西关
小学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为主题的应急救护培训。

武威市红十字会开展以“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世
界急救日”宣传活动。

湖南 岳阳市红十字会举办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发放救护
培训、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等宣传资料 2000余份，普及救护
知识10000余人次。

益阳市南县红十字会在青树嘴
镇三新村开展“世界急救日”活动，
宣传应急救护知识。

郴州市红十字会、苏仙区红十
字会走进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开展

“终生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初级救护员专题培训，共50名教
职工参加。

河南 郑州市惠济区红十字会
在金杯社区、开元社区

开展“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
主题的系列活动。

南阳市淅川县红十字会到西簧
乡谢湾村开展博爱家园项目急救健
康知识和逃生演练培训活动。

洛阳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育
局、市广播电视台等举办第二十三
个“世界急救日”在线直播培训活
动，98776人参与在线学习，点赞量
超过400万次。

湖北 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开

展“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培训
活动。

利川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字
“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走进市消防
救援大队，开展急救培训。

襄阳市保康县在县一中举行以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应急救护技能培训“进校园”活
动。

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红十
字会走进幸福小学开展红十字救护
员培训活动，为近40名教职工送去
一份特殊的“教师节”礼物。

枝江市红十字会“世界急救日”
应急救护培训走进市委党校，开展
以“终生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主题
的宣传活动，共计40余名科级干部
参加。

鄂州市华容区关工委与区红十
字会、区教育局组成“急救知识宣传
队”，进村入户给学生及家长宣传心
肺复苏、伤员包扎等知识。西山街
道红十字会、雷山社区红十字站联
合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主题培训活动，给 50 余名居民
送去急救科普大餐。

北京 石景山区红十字会将
“世界急救日”与服贸会

保障、文明城区创建相结合，开展系
列主题宣传活动。围绕“终身学急
救，救护伴我行”主题,开展急救知
识普及讲座、应急救护技能培训、主
题宣传等各项活动。

辽宁 营口市红十字会开展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

我行”线上+线下主题宣传活动，
向群众宣传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
除颤仪（AED）使用方法等知识技
能，指导群众动手参与实践操作 ,
通过腾讯会议开展线上应急救护
知识讲座。

沈阳市皇姑区红十字会以培训
进课堂的方式，通过腾讯会议平台
面向全区校园开展“救在身边，校园
守护”应急救护技能线上培训。大
东区红十字会开展主题为“终身学
急救，救护伴我行”的应急救护知识
竞赛。

山西 晋中市红十字会选派市
红十字会业务骨干和三

支救援队志愿者，深入到社区、企
业，开展“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
主题宣传活动，发放急救知识手册、
海报、环保手提袋等宣传品 1300余
份。灵石县红十字会开展以“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急救
科普活动。左权县红十字会组织该
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分别
深入社区、学校开展主题为“终身学
急救，救护伴我行”的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活动。

运城市绛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
者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共展出宣传版面6块，发放各类
宣传手册 1000 余份，普及培训 100
余人。稷山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组
织开展主题为“终身学急救，救护伴
我行”的系列宣传活动。

朔州市红十字会和市司法局、
市双拥办一起走进市武警支队执勤
一大队开展送法、应急救护知识进
军营活动。

阳泉市红十字会、共青团市委、
市城区红十字会联合举办“世界急
救日”主题线上直播课堂，观看量达
2万余人次。

广东 省红十字会与南方航空
集团公司培训中心联合

举办纪念第二十三个“世界急救日”
暨急应急救护学术讲座活动。

汕头市龙湖区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主题为“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的应急救护进社区暨“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