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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我们的新时代

每人一朵小红花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99公益日”人道资源动员活动

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
街道横向广泛发动街

道社区干部职工、小区居民、爱心
企业等社会力量，扩大宣传范围，
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纵向积极组织
协调，与区红十字会、社区、物业积
极沟通、密切配合，紧扣时间节点
有序推进筹款任务；线上利用好网
格群、微信朋友圈转发宣传信息，
线下在社区服务中心大厅、小区入
口、中心广场、商业街等人流较为
密集的地点向居民讲解、宣传 ,让
居民充分认识到安装AED（自动体
外除颤仪）的必要性。截至目前，
共筹款爱心资金 12062.8 元，将按
计划用于为万达东坊小区、凤栖苑
莺歌苑小区安装 AED。江宁区东
山街道大力倡导各方爱心人士，积
极引导辖区群众，为街道外港社区
众筹“救命神器AED”出一份力，贡
献一份爱心，一起做好事，一起成
为爱心公益人。截至目前，共有
573 人 参 与 ，筹 款 7600 元 ，该 批
AED已购置到位。

靖江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第
12次“红十字博爱万人捐”活动：上
线“靖江博爱光明行”“靖江AED守

护行动”两个网络筹资项目，设立
“备灾库版家庭箱”“红十字救援队
建设”“大病儿童人道需求关怀 ”

“器官捐献者子女助学”四个线下筹
资项目。

南通市红十字会组织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参加 2022 年“大手牵小
手，一起向未来”慈善“一日捐”线上
集中捐赠活动。

泰州市姜堰区红十字会召开
“99公益日”网络筹资动员会，全区
13 个镇街积极响应，各界爱心人
士、公益组织、单位团体携手参与和
转发“一起捐”链接，通过轻松互动
的互联网捐赠方式，助力红十字公
益事业，发起的99公益日“一起捐”
链接仅仅用了1.5个小时，3天13万
元的筹款任务就全部到位，将全部
用于红十字博爱家园建设和各类扶
贫送温暖公益项目。

浙江 杭州市拱墅区红十字会
筹划“拱墅红十字博爱

家园”项目，邀请全民一起做好事，
为拱墅的博爱家园建设添砖加瓦，
助力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康乐社
区博爱家园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
间在辖区发出倡议，社区居民、志愿

者等爱心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助力。
绍兴市红十字会召开 2022 年

红十字“99 公益日”“防溺水‘一圈
一杆一绳’”项目网络筹资动员会，
来自理事单位、爱心企业、在绍高校
等嘉宾近50人参加。活动期间，各
区、县（市）红十字会还以独立项目
形式发起网络众筹项目 7 个，包含
博爱送万家、公共场所 AED 配置、
博爱家园、博爱助学、青少年防溺水
等筹资项目。

湖北 广水市红十字会积极响
应号召，举行“爱满广

水 慈善一日捐”活动，组织干部职
工和志愿服务社会力量带头弘扬慈
善文化，带动市民群众关心慈善、支
持慈善、参与慈善。

山西 晋中市红十字赈济救援
队积极响应山西省红十

字志愿者协会活动倡议，参与发起
“我们一起集小红花”全民公益活
动，推广小红花的概念、作用、领取
方式，助力红十字会公益事业发展。

福建 南安市红十字会组织市
红十字义工服务团部分

志愿者联合金淘镇共同开展“慈善
一日捐”主题党日活动，领导干部率

先垂范，全体党员职工、志愿者积极
响应，踊跃参加，当天共募集善款
21830元。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红十字
系统联合 11 个部门发

起“99公益日”网络筹款活动，截至
9 月 9 日 19 时，共筹款 250.96 万元
（其中公众筹款219.13万元；腾讯公
益配捐31.83万元），有 19.6万人次
参与捐赠，筹集善款和捐赠人次均
创历史新高，步入全省前列。

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实现
筹款金额 157494.14 元（不含在州
级链接下组队捐款数），完成州下
达目标 10 万元的 157.49%，连续两
年晋位全省筹款超 10 万元的县
（市）。筹款总额相比 2021 年的
101786.98元增长了 55707.16元，按
全县总人口 9.8万人计实现人均筹
款额达 1.6元。

玉 溪 市 红 十 字 会 组 织 召 开
2022 年“99 公益日——博爱玉溪
行”公益项目网络筹款业务培训会，
100多家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中央、省驻玉单位筹款联络
员及各县（市、区）红十字会主要负
责人参加培训。

甘肃 张掖市山丹县红十字
会联合清泉镇卫生院、

蚂蚁森林公益协会开展“99 公益
日”线下人道资源动员活动，积极
助力甘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
动现场，“99公益日”展牌吸引群众
驻足观看；医护人员、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耐心为群众解惑释疑，为群
众测量血压，向群众发放医用口
罩、健康知识宣传册以及“99 公益
日”众筹活动倡议书；“益乐读”是
一个“从一本书开始，给予更多”的
志愿服务项目，项目从绘本阅读开
始培养孩子阅读兴趣，与书为伴，
用益乐阅读包和跟踪服务实现长
期伴读。截至 9 日 18 时，“99 公益
日”众筹活动共筹到 10949.76 元，
配捐 2086.13 元。所有募捐款项专
款专用，并及时在相关平台公示，
做到公开透明。

白银市红十字会参与腾讯公益
“益乐读——甘肃乡村儿童阅读支
持项目”。截至9月15日，甘肃国凯
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等20个团队、
房文昌等 1537 名爱心人士参与活
动，筹得善款 2.3万余元，由省红十
字会统一按照标准采购“阅读包”，

根据相应筹款额度配发给白银市部
分乡村学校的孩子。

新疆 塔城地区裕民县红十字
会采取网上筹集、现场

宣传、动员一起捐、发放倡议书等方
式积极动员各乡镇、红十字会会员
单位、游客开展“99公益日 邀您一
起做好事”募捐活动。

辽宁 沈阳市皇姑区红十字
会积极响应市红十字

会号召，围绕“爱心辉映夕阳红”公
益项目开展筹资活动。第一时间
向全区 10 个街道办事处发起号
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各街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积极转发“爱心辉映夕阳红”公
益项目内容进行广泛宣传，动员更
多爱心人士参与筹资活动。黄河
街道红十字会发动 16 个社区线上
和线下全员参与。活动形式分为
扫码捐款、转发传播、捐小红花或
答题助力三个环节。黄河街道红
十字会号召广大志愿者捐款后，转
发二维码或链接，邀请好友答题助
力、捐小红花助力或“1 元捐”助力
等，赢得腾讯基金更多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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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陕西 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科协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鄠邑区 2022
年第四期心肺复苏持证救护员培
训，线上普及群众达 21000 余人。
莲湖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洒金
桥小学为100余名师生开展现场急
救培训。长安区红十字会在长安中
央公园开展以“终身学急救，急救伴
我行”为主题的“世界急救日”宣传
活动；在郭杜街道中心小学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进校园宣传活动，全校
1500 余名师生参加。灞桥区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走进航天四院科技公
司宣传红十字运动知识，开展持证
救护员培训，各下属单位共60人参
加培训。碑林区红十字会走进老菜
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为过往群众
进行以“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
为主题的急救知识与技能安全培
训。蓝田县卫健局、县红十字会为
群众开展“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
行”主题宣传活动。新城区红十字
会联合自强街道路栖枫社区在车灯
厂小区开展第 23 个“世界急救日”
宣传活动。雁塔区红十字会邀请红
十字救护师资为消防队员举办红十
字救护员培训班，30余名消防队员
考核合格取得证书。西北政法大学
社区红十字会在校园内开展“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的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暨生命安全教育宣传
活动。

汉中市镇巴县红十字会围绕
“世界急救日”在平安镇蒋家岭帮扶

村开展“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
主题宣传活动。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中心
小学红十字会开展主题

培训及宣传活动；淳化中学红十字
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雨花台区红
十字会用心策划，精心安排，联合街
道、社区大力开展各种活动。六合
区红十字会区教育局在六合中等专
业学校举办 2022 年全区新入职教
师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训班，共 85
名新入职教师参加；组织 2 名救护
师资走进雄州街道紫霞社区为 30
多名社区居民举办一场应急救护知
识与技能培训。

镇江市红十字会开展 2022 年
“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市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通过情景剧形式带
来救援演示，让现场市民沉浸式体
验“救”在身边。

盐城市滨海县红十字会走进县
实验小学新建南路校区和东坎街道
花园社区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浙江 杭州红十字会联合闪送
开展“终身学急救，救护

伴我行”活动，为闪送员提供专业的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现场成立“杭州
市‘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闪送分队”，
旨在鼓励大家用学到的专业急救知
识，为身边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温州市瓯海区红十字会联合瞿
溪街道幸福社区开展“终身学急救，
救护伴我行”主题活动。现场请专
业医护人员为社区的老年人讲解自

救自护知识，邀请志愿者演示心肺
复苏各步骤，并在医护人员指导下
进行心肺复苏救护演练；培训结束
后，为社区人员发放应急救护知识
宣传手册以及口罩等日用品。龙湾
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应急管理局、永
兴街道办事处、龙湾区红十字纵横
救援队共同举办“终生学急救，救护
伴我行”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活动暨
爱心企业捐赠仪式。

湖北 咸宁市红十字会主办
“世界急救日”专场直

播，首场直播点赞量达 11.7万。直
播现场，湖北科技学院医心科普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师资荣佳鹏现场演
示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法。

山西 晋中市祁县红十字会在
祁县东风路社区开展日

常急救普及宣传活动。

河北 石家庄市鹿泉区红十字
会开展主题为“终身学

急救，救护伴我行”的科普宣传活
动，向市民发放急救知识宣传手册；
为市民进行心肺复苏救护技能展
示、气管异物急救、AED实操演示、
常见意外伤害急救等现场公益培
训；区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们面
对面耐心细致地为群众测量血压、
提供用药咨询、健康指导等义诊咨
询服务。

内蒙古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
安联合旗红十字会

开展人防应急疏散综合演练及宣传
教育“进家庭”活动，工作人员和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通过讲解和模拟演

练的方式，为现场群众进行心肺复
苏、创伤包扎等应急救护知识的普
及宣传。

山东 莱西市红十字会结合
“作风能力提升年”与

“下沉一线办实事”活动的开展，为
莱西市利剑蓝天救援服务中心、万
科物业服务中心进行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共58名学员通过培训取得红
十字救护员证书。

安徽 合肥市红十字会前往社
区、企业等地开展急救

培训，进一步传播应急救护知识，提
高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红十字会
组织开展《应急救护知

识》网络有奖竞答活动。
大连市金普新区红十字会推出

“金普红十字直播课堂”系列活动，
用“互联网+红十字”的宣传模式，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学习的方式，面
向学校、社区和广大网友们开展应
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培训。

宁夏 石嘴山市平罗县职教
中心红十字会开展以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题
的系列宣传活动：组织 10 名本校
红十字救护师资，围绕心肺复苏、
创伤出血与止血、骨折固定三个内
容，对 21 级 120 名学生进行 8 课时
的应急救护理论和技能培训；组织
30 余名教职员工和 120 余名学生，
向全校师生展示应急救护技能；面
向全体学生开展急救科普手抄报
评选活动。

成都市红十字会实施“一键呼”项目，切实守护“一老一小”

让老人安心，让校园放心
■ 蓉红

为助力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
工程，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聚焦

“一老一小”和特殊群众，在邛崃市、
郫都区、蒲江县等地区实施“一键
呼”项目，切实守护孤寡老人、残疾
人、慢病人群等特殊群体以及青少
年儿童生命健康安全，让他们感受
到城市的温度和社会的温暖。

“一键呼”让老人安心

“我腿脚不便，也不会使用手
机，现在有了这个‘一键呼’，只要有
事按下按钮，社区马上就会来人帮
助我，志愿者经常帮我买东西，还帮
我和家人视频电话。”一直独居的杨
大爷感激地说。

社区服务对象多为独居和散
居老人，大多不懂使用电子产品，

“一键呼”系统的安装，既简单又方
便，老人遇到急事、难事都可以通
过按钮与社区联系，社区平台收到
老人信息后，会立即通知居住在附
近的志愿者上门查看，志愿者能够

现场处理的问题立马解决，不能解
决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社区，社区通
过寻求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职能部
门帮助，共同解决老人所遇到的困
难。

“老人遇到疾病需要就医时，只
要按下按钮，我们会第一时间与医
院联系，对于独居老人来说，‘一键
呼’在关键时刻作用很大。”志愿者
说。

市红十字会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将“一键呼”系统关爱弱势群体、
服务群众、助力社区发展的建设理
念与新时期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要求
结合，推动形成社区党员干部、网格
员、社区志愿者“3级帮助”机制，即
以社区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为主
导、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的帮助机制。
社区收集到特殊人群的服务需求，
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党员干部和网格
员，党员干部和网格员第一时间做
出反应。社区志愿者为辅助服务，
在党员干部和网格员不在的情况下
以及在平时的生活、生产过程中，能
够为特殊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社区志愿者主要为服务对象周
边邻居，平时对特殊群体的生活起
居起到监护作用，能够第一时间发
现紧急情况。

“一键呼”让校园放心

“一键呼”不仅为老人解烦忧，
还走入校园，维护学校平安。今年
3月，由成都市红十字会援建的“一
键呼”系统率先在郫都区第三中学
使用，33 个教室安装报警终端，通
过4G网络组网做到全教学区覆盖，
在校园一旦发生危险或者紧急情况
下，学校的学生以及教师只需按下
紧急报警按钮，紧急信息立即传输
至校警务室响应终端，学校教师和
安保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处置，为
170余名教职员工和近2000名学生
提供校园应急保障。

“让安全称为一种习惯，这是学
校打造红十字安全校园的一种理
念。”一所学校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结合校园信息化建设，“一
键呼”系统进行了升级，做到多端共
同响应，学生、教职工触发报警后，

除了原系统终端及APP通报，加入
了责任老师及校园安全领导短信通
知功能，可以做到责任老师第一时
间响应，校方安全负责领导第一时
间部署及安排应急响应工作，更好
地为校园安全服务。为了确保一键
呼的功能使用正常，区红十字会联
合第三中学，已开展全校教师“一键
呼”系统功能的培训180人次，确保
老师能正确使用，遇到情况时能尽
快处置。

为使“安全措施多样化，一键
报警系统作用最大化”，学校开展
红十字文化墙（廊）建设，在走廊、
楼梯等处设置 10 余处红十字急救
小常识张贴画，培养 1 名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师资，将急救知识列入

“开学第一课”，配置红十字微型智
能急救站（含自动体外除颤仪），为
每班配置急救包，实现学校 2200
名师生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全覆盖，
开展学校应急演练等，为更好地使
用“一键呼”系统打下基础，营造了
红十字助力安全校园建设的浓厚
氛围。

浙江宁波北仑区红十字志愿者接力救人

“刚学的急救知识，马上就派上用场”
本报讯 （甬红）近日，一段

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的救
人视频在朋友圈引发关注。视频
中，一名路人遭遇车祸后昏迷不
醒，生死攸关时刻，3名热心人紧
急组成“临时医疗队”接力救人。

最先参与救人红十字应急救
护员邓永忠回忆，9 月 7 日 16 时
50 分，自己作为北仑区 712 路公
交司机正开车路过柴桥薪桥北路
时，看见一名白衣男子因与一辆
电瓶车相撞倒地。邓永忠马上靠
边停车，跟乘客解释后，下车查看
伤者情况。邓永忠见伤者仰面躺
在地上陷入昏迷之中，两眼紧闭，
呼吸微弱。他一边让电瓶车车主
立刻打 120 急救电话，一边对伤
者进行胸外按压。“半个月前，我
们公交司机刚进行过一场心肺复

苏的急救培训，没想到这么快就派
上了用场。”邓永忠说。

这时，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护
理部主任水亚佩过来亮明了自己
医生的身份。她代替邓师傅给伤
者进行心肺复苏。一分钟后，北仑
区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童奎
骅也来到现场，接力对伤者进行心
肺复苏。渐渐地，白衣男子呼吸顺
畅了起来，眼皮微微跳动，但仍意
识不清。

邓永忠从自己的座椅里取来靠
背，垫在伤者的脑后，打算开车送伤
者去医院时，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他帮忙把伤者抬上担架。看着伤者
被送上了救护车，“临时医疗队”三
人组才放心各自离开。目前，该伤
者正在北仑区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
治疗。

福建泉州多名志愿者合力救起跳桥女子
本报讯（鲤红）“真不容易，

把她救上岸后我手脚都没力气
了。”9 月 6 日，回忆起跳下水救
人的那一幕，65 岁的福建省泉
州市红十字会水救队志愿者许
兆恺仍心有余悸。

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许
兆恺在笋江桥下听到呼救声，发
现在笋江桥下水面有落水者，距
离自己有50多米远。此时在岸边
另一侧，一名路人已经拿上岸边

的救生圈下水营救。两人先后游到
女子身旁，此时女子已无意识，随后
两人相互配合将女子救上岸。

在岸上的 68 岁志愿者陈鸿腾
马上接过救援“接力棒”，发现女子
已无心跳后，他立即给女子做心肺
复苏。在几人接力心肺复苏2分多
钟后，心脏骤停女子被抢救回来了。
对在危急时刻奋不顾身救人的胡勇
平等人，当地鲤城区浮桥派出所将
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称号。

本报讯 （宁平吉）日前，江
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救护
培训师资刘静在旅游途中成功对
一名气道异物梗阻的游客进行施
救，避免一起悲剧的发生。

当天10时30分左右，刘静与
爱人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
景区二龙眼泉游玩，一名游客在
不远处一边吃东西一边开怀大
笑。突然，笑声骤停，刘静好奇地
向她的方向看去，只见她左手拿
着还没有吃完的馅饼，右手一个
劲儿地拍打自己的胸脯，她的同
伴也在帮忙拍打她的后背，刘静
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急救课上学过
的气道异物梗阻的症状。

刘静赶紧三步并作两步，
快速来到游客面前，发现她意
识还是清醒的，只是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呼吸困难，眼角已经
溢出泪花。刘静向她的同伴说
明自己救护员的身份，“她可能
是吃东西气道梗阻了，我学过
急救的理论和方法，让我来试
一下”。焦急的游客同伴点点
头，刘静随即放下背包，绕到女
游客的背后，使用海姆立克急

救法救人：她让游客的身体向前
倾，嘴微微张开，找准位置，双手
配合，向内向上冲击游客的腹部。
冲击到第三下时，游客气道里的
异物排出了，整个抢救过程持续
了 2、3 分钟。看到游客的呼吸慢
慢恢复平稳正常，刘静松了一口
气，心里特别高兴，这是她用所学
知识救的第一个人。

刘静退休后，经朋友介绍参加
了栖霞区红十字会的 CPR+AED
导师培训班，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
历史发展以及红十字会的职责职
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学习了
心肺复苏术、气道异物梗阻去除和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等急救技
能。

刘静说，她参加培训班时，爱人
曾调侃她一个不懂医的人，还想着
要去救人，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次
刘静出手抢救这位气道异物梗阻的
女游客，他一直在现场。事后爱人
对她说，经过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
对普通人学习掌握红十字救护培训
技能的认知，不是医生，也可以救
人，并鼓励她继续用学到的知识来
帮助别人。

不是医生，也能救人
南京栖霞区红十字救护培训师资成功救回气道梗阻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