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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保康应急救护培训进乡镇
本报讯（保红）9月19日，湖

北省襄阳市保康县红十字会走进
过渡湾镇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达茂旗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宣传
本报讯（刘佳莉）9月21日，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
安联合旗红十字会开展送应急救
护知识进企业进乡村宣传活动。

阜宁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本报讯（张悦）9月17日，江

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红十字会走进
阜宁农村商业银行为 43 名银行
员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高港区开展普及救护培训
本报讯（高红）9月19日，江

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红十字会赴高
港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救护培训。

鹿泉区开展“助教助学”活动
本报讯 （鹿红）近日，河北

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十字会开展
“助教助学”活动。

铜川成立红十字医疗救援队
本报讯（武玲娟）9月20日，

陕西省铜川市红十字医疗救援队
暨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成立授旗仪式举行。

江北区开展急救培训直播
本报讯 （江红）近日，浙江

省宁波市江北区红十字会开展应
急救护直播门诊、志愿者应急救
护培训等活动。

庆元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班
本报讯（庆红）9月19日，浙

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红十字会举办
应急救护培训班，共63人参加。

无锡举办救护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 （锡红）9 月 15 日至

16日，江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总工会共同举办应急救护职
业技能竞赛。

裕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裕红）9月19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裕民县
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卫
生整洁志愿服务活动。

宝应举办青年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唐伟）9月17日，江

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红十字会面向
鲁垛镇全体青年干部举办 2022
年初级救护员培训班。

廊坊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
本报讯 （廊红）近日，河北

省廊坊市红十字会走进市妇幼保
健院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

六合区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潘启兵）9月16日，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走
进雄州街道紫霞社区开展应急救
护知识与技能培训。

宝塔区举办应急救护技能大赛
本报讯 （宝红）9 月 20 日至

22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红十
字会组织持证应急救护师资举办
应急救护师资技能大赛。

溧水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葛润苏）9月21日，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为
溧水区中等专业学校 590名军训
学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西湖区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本报讯（夏舒祎）9月23日，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红十字会赴
濠上街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进校园活动。

句容职院大学生学急救
本报讯 （杨森焱）9 月 24 日

至25日，江苏省句容市红十字会
赴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为 200 余
名大学生开展救护培训。

梁平区高一新生参加急救培训
本报讯（李羡权）9月22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赴西大实
中高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南充公共场所新增“救命神器”
本报讯（南红）9月22日，四

川省南充市红十字会将首批5台
“救命神器”（自动体外除颤仪）投
放在北湖公园等公共场所。

齐齐哈尔直播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齐红）近日，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红十字会通过
“现场观摩+网络直播”方式，为
4000 余名在校师生开展应急救
护知识普及。

护航最美晚晴天
——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微天使夕阳护航”志愿服务项目纪实

■ 记者 贺晔

“或许一次志愿服务的时间是
短暂的，或许我们带去的爱和关心
也是有限的，但我们希望能将这爱
心延续下去。”9 月，南京医科大学
2020 级护理学专业研究生陈红丽
结束暑期“微天使夕阳护航”志愿服
务项目行动，回到学校开启新学期
的学业。回想过去，她说：“自 2018
年作为大学‘萌新’首次参与该项目
至今，这些经历和回忆可以算是我
大学生活中最绚烂的一道风景。”

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微天
使夕阳护航”项目自 2017 年启动，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江苏省红十
字会、校、院各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下，紧密结合当下养
老形势，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培训、
实践、科研三维结合的志愿服务模
式，将养老照护志愿服务朝着专业
化、体系化、常规化、长期化方向发
展。

打通社区照护“最后一公里”

“在当前养老照护有效供给短
缺、服务水平尚不足背景下，参与养
老照护志愿服务成为医学生的时代
使命。项目初衷是引导护理专业学
生发挥专业优势，将志愿服务与医
学专业融合。”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
院教师李现文给团队和学生发展定
下这样的整体要求。他是中国南丁
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南京医科大
学护理学院分队（以下简称学院分
队）成员，也是分队指导教师。

据李现文介绍，“微天使夕阳护
航”项目由学院分队主要承担。项
目聚焦失能失智两个照护需求最高
的老年群体，开展失能居家照护、失
能志愿者“种子”计划项目，以及失
智老年人脑健康促进志愿服务。学
校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江苏省红
十字会的合作缘于 2017 年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红十
字会参与养老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强调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江苏省
是首批试点省份之一。

#我爱上这个团队 已经超过两
分钟了 不能撤回#

#这是一个大学四年，想要待
上五年的组织#

在“南医微天使”微信公众号
上，这两个话题引起了很多参与活
动志愿者的共鸣。

“帮奶奶翻粮食后，奶奶一直拉
着我们聊天，并一直坚持要给我们
盛碗茶。知道我们明年还要来，奶
奶说明年提早准备好凉茶在家门口
等着我们，如果我们不喝茶的话就
提前买好矿泉水给我们喝，让在场
的志愿者悄悄抹了眼泪……”在这
个话题下面，志愿者朱琳写下这段
回忆中的画面。

学院分队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
正式成立，遵守红十字运动的人道、
公正等七项基本原则，发扬红十字
精神和南丁格尔精神。成立之后积
极开展养老护理志愿服务和健康宣
教等社会公益活动，倡导社区邻里
互助，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2022 年 7 月至 8 月，学院分队
以“养老照护一小步，健康中国一大
步”为主题，面向全校招募 80 名志
愿者，组建9支队伍，以江苏省为起
点，向全国范围辐射。服务队跨越
江苏、四川、贵州、青海、新疆等7个
省、1个自治区，奔赴 24个城市、50
余社区。

服务队采用入户调研法和深度
访谈法，通过“三融入”工作法（将志
愿服务融入专业实践、将感恩教育
融入专业发展、将思想引领融入职
业理想），建立长效化和常态化的可
持续帮扶机制，做空巢老人的守护

者、乡村振兴的见证者、红色基因的
传承者。

服务队主要面向社区老年群
体，通过上门入户，落实健康回访；
通过怀旧疗法，注重心理健康；利用
健康宣教、社区义诊等形式，将医疗
服务与心理疏导紧密结合；通过党
团联结，见证乡村振兴成果；通过红
色精神再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追溯
红色记忆，汲取英雄前辈精神力量；
为打通西部地区、苏北地区养老照
护“最后一公里”，引导护理学子继
承先辈遗志、助力健康扶贫、推进乡
村振兴、助力健康中国。

“参加志愿活动让我看到了社
会的不同面，认识了不同的人，拓宽
了我的眼界，找到了人生价值；也让
我真正明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的道理。作为护理专业的医学生，
更应该从践行志愿服务活动中认识
社会，体验社会，回报社会。而我正
在努力中。”参加了暑期学院分队养
老志愿服务活动的刘沐寒说出自己
的体会，列数了自己的收获。

截至目前，项目志愿参与人次
达 12474 人，服务时长达 28645 小
时，服务人次超 60000 人。为全国
养老照护服务储备人员 667 人，建
立了 1 个省级智慧康养产业学院、
27家养老照护社会实践基地。

项目曾荣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第八期志愿发展计划项目等5项国
家级荣誉，第四届江苏志愿服务展
示交流会银奖项目等 16 项省级荣
誉，曾被中国新闻网、中国人口报等
30余家国家级、省市级媒体宣传报
道百余次。

创新性的志愿服务理念

“看不清字、迈不动腿、直不起
腰、听不清声……”去年重阳节，南
京医科大学护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增添了一套让人“变老”的装置。
穿上它们，就能从视觉、听觉、触觉

等方面，感受到人老了以后是怎样
的。学生们体验过这套装置后纷纷
表示：“老人们平时动作比较缓慢，
健忘，让我觉得有些莫名或者急躁
……但如今我们都懂了。”该套装置
也成为项目追求创新以适应社会情
势变化的一个缩影。

近三年受疫情影响，“微天使夕
阳护航”项目遇到了社区居家养老
中心、养老机构封闭管理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团队成员紧跟
老年人需求，求助于科技力量，创新
养老志愿服务线上线下结合新模
式。为保障疫情时代下志愿服务可
持续发展和传播，团队利用科技创
新和教育平台资源，采用线上线下
结合模式。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社区老年人脑健康促进 APP 线
上干预与管理系统，以及针对帕金
森病人的“手得安——一款压力诱
发反射的帕金森病手部震颤控制装
置”。项目及时发布疫情防控科普
微视频及养老照护科普视频，在江
苏开放大学网络平台免费向公众开
放。项目还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了
线上途径的“人生故事会”等活动，
充分利用线上方式克服疫情防控带
来的挑战。

项目执行上的创新主要集中于
两点。一是更加注重志愿精神的培
养，努力将“红十字精神”“南丁格
尔”精神和“志愿精神”相融合，培养
学生的志愿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担
当。团队成员入选 2022 年名校优
生选调、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支教。李现文评价：“他们都是
在参与养老照护志愿服务后，继续
响应时代召唤，体现了新时代青年
的担当与责任。”二是引导学生主动
创新，让学生在志愿服务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有的学生注意到养
老照护志愿服务缺少量化评价问
题，团队成员就共同查找资料，将投
入和价值评价的方法引入到养老照

护志愿服务中，并开发了养老照护
志愿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说
是为国内养老照护志愿服务找到了
定量评价的参考。

2018年，项目团队在徐州丰县
建立了红十字南丁格尔养老照护志
愿服务队实践基地，通过江苏省委
驻丰县帮扶工作队、江苏省红十字
会等协调，将养老志愿服务与健康
扶贫相结合，定期赴丰县为老年人
开展测血压、血糖、骨密度、慢病咨
询、心理咨询、老年护理健康宣讲、
营救救护知识宣讲、手指操等服务。

2021年春节刚过，项目志愿者
再次来到丰县仇集村，一家一家登
门回访村中留守老人。“你们太暖心
了，一直记挂着我们，谢谢你们！”这
一句句温暖的话语让志愿者倍感幸
福。

在回访工作中，志愿者更新了
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档案，补充
了新情况，为结对帮扶对象更加精
准的健康扶助提供了数据保障，也
为后期关注重点人群，做到有效服
务打好基础。

此次活动更是激发了医学生投
身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热
情，更深入地了解了大卫生、大健康
理念，提升了即将成为一名医护工
作者的队员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引领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践行，着力实现志愿服务常态
化，有效推进学院志愿服务工作。

活动结束后，一位大一新生记
录下这样一段话：在大城市里上学，
再到小乡村，我看到人民的生活质
量生活水平有巨大的差距。曾经的
仇集村许多家庭根本没有一个机会
或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而现在
的村庄却有了实质性的大变化……
希望我们此行能实实在在为村民们
带去温暖和帮助，也希望下一次去
仇集村时，能看到村民们有更好的
生活！

爱护水资源
9月23日，江西省资溪县红十字会志愿者林洁赴鹤城镇第三小学为

学生普及爱护水资源知识。该校针对持续高温无雨天气造成水资源日益
匮乏状况，在全校师生当中发起“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主题科普知识活
动，培养儿童节水护水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珍惜、保护、爱护水资源的良好
氛围。 （吴志贵）

辽宁营口老边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雨夜帮助找回走失老人

让我们送您回家
本报讯 （营红）9月 14日 20时

25分，秋雨淅沥。辽宁省营口市老
边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马笑
森接到两通求助电话，请求帮助寻
找两位走失的老人。

马笑森第一时间召集了 22 名
志愿者，大家兵分两路，分别奔赴老
边老城区和柳树镇，寻找走失的王
老伯和宁老伯。

寻找王老伯的志愿者冒雨搜寻
了几个小时后，在老城区前进村附
近的路边发现了被雨淋得浑身湿透
的王老伯。志愿者李亮立即将瑟瑟
发抖的老人扶到自己的车里，把自
己的衣服披在老人身上帮他取暖，
同时联系了老人的家属，将老人安
全送到焦急等待的家属身边。

另一队志愿者寻找宁老伯的过
程则多了些波折。曹忠党、项春伟
等志愿者首先来到柳树镇派出所，
请求民警帮助调取监控视频，追踪
老人的身影，但是当老人最后一次
走出监控范围后，便无法继续追踪
之后的轨迹。他们只好在柳树镇所
属的几个村之间展开了地毯式搜
寻。路上，大货车在身边呼啸而过，
远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雨中的村
路泥泞不堪，行走艰难。

尽管大海捞针一般的彻夜冒雨
寻找让人身心疲惫，但是一想到 82
岁的走失老人可能独自面对的危
险，大家不敢遗漏任何一个角落，咬
牙继续寻找……

15 日早上 8 时左右，志愿者终

于在火车道旁边的玉米地里找到了
走失 12 个小时的宁老伯。焦急等
待的老人家属听说老人已经被找到
并且身体无大碍的时候，忍不住热
泪盈眶，向红十字志愿者表达了深
深的谢意。

近年来，营口市老边区红十字
志愿者服务队在帮扶困难老人、捐
资助学、协助疫情防控等方面做了
不少实事，用实际行动践行“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马笑
森表示，尽自己所能帮助群众排忧
解难，是红十字志愿者的责任与使
命，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
共同守护群众的健康与安全，为营
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红十字力
量。

广西柳州水上救援队两次勇救遇险群众
本报讯（柳红）9月12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红十字水上救援
队的志愿者如往常一样驾驶冲锋舟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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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时，一声呼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大概 18 时许，我们刚好巡逻
到金沙角那个位置，便听到呼救声，
于是急忙赶过去了解情况，发现是
一家三口在玩桨板时不慎弄掉桨，
体力不支无法划回岸边，看到我们
在巡逻后便向我们求助。”参与救人
的志愿者李荣平回忆。三名志愿者
合力将桨板上的群众接到冲锋舟
上，并用绳子固定好桨板后将求助
群众安全送到岸边。

救援队在返程途中，行至壶东
大桥附近时，又偶遇一对因游泳圈
漏气而被困江中的父子，“我们到
他们身边时，游泳圈已经肉眼可见
地瘪了，而且那个父亲没有穿戴任
何救生设备，我们再晚到一刻，他
们的危险就多增一分。”最后，在志
愿者的护送下，父子两人安全上
岸。

“平安柳江巡逻”志愿服务活动
自 5 月启动以来，柳州市红十字水
上救援队累计阻止了私自下河游泳
的未成年人 488 人次，劝阻未携带
安全泳具的市民 940 人次，以实际
行动为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平安柳州贡献红十字力量。

本报讯（平红）近日，浙江省温
州市平阳县红十字会壹加壹应急救
援队在昆阳镇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点
进行扫码登记志愿服务时，突然听到
有群众大喊“有人落水了，救命啊”。

正在出勤的队员们立刻向河
边飞奔过去，发现有老人和小孩落
水。“不要慌，不要慌……”队员们一
边安抚，一边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
往河里跳。几人合力，落水的老人
与孩子相继被救上了岸，所幸两人
均无大碍。紧接着，队员们又与岸

边的热心群众一起合力将落水的电
瓶车拉上了岸。

“当时真的没时间多想什么，就
想着马上下去救人，也不知道这河
里什么情况，好在老人和孩子都被
及时救上了岸。”县红十字会壹加壹
应急救援队负责人说。

事后，队员们都表示，遇到这样
的紧急事情时，相信每个有能力救援
的人都会这样去做，“能保障群众的
安全，在应急的时候为群众出一份
力，是我们红十字人的使命和担当”。

浙江平阳救援队合力救起落水群众

内蒙古呼伦贝尔开通“红十字专线”
21条线路195辆公交车、10辆长途客车带红十字元素亮相
本报讯 （呼红）近日，在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的指
导下，阿荣旗、满洲里、扎兰屯市的
11条线路共 120辆公交车、10辆长
途客车化身“红十字宣传员”；加上
去年海拉尔区、鄂温克旗、牙克石市
等地打造的“红十字专线”公交车，
呼伦贝尔市共有 21 条 195 辆公交
车、10 辆长途客车带红十字元素
运营，成为该市城市文明的一张闪
亮“名片”。

经事前调研协商，各地选取客
流量大、受益范围广的路线车辆为

“红十字专线”。每辆车的拉手和车
顶侧面宣传板印有造血干细胞捐
献、无偿献血、遗体器官捐献、“博爱

一日捐”、志愿服务、应急救护等红
十字知识。

针对出行群众实际需求和驾驶
员行业特点，红十字会还为 373 辆
公交车、109 辆长途客车配备了急
救箱，箱内配有酒精消毒液、止血
带、创可贴、碘伏、口罩等20余种日
常急救用品，还将陆续为所有司乘
人员进行救护员培训，为乘客出行
提供保障。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
将在全市范围内陆续开通“红十字
专线”，让客运车辆成为流动的“人
道文化传播点”和“应急救护点”，让
每一位司乘成为红十字救护员，让
乘客成为红十字精神的知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