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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红十字生命教育

本报讯（左亚楠）9月17日，合
肥，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安徽省
16 个地市 48 位优秀应急救护培训
师资逐一登台，激烈角逐，展身手，
亮绝活。

这是近年来安徽省红十字会系
统大力加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队
伍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五年来，安徽省红十字会系
统共培训救护员约14万人，普及培
训近百万人次，但是有据可查的成
功施救案例不多，原因何在？”省红
十字会经过走访调研发现，绝大多
数救护员学会急救本领后，除了存
在“怕惹麻烦”的担忧，还有实操培
训不到位、技术要领没讲透、实操技
能掌握不够，心里没底、不敢施救等
顾虑。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省红十
字会组织各方讨论认为，要解决这
一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应急救护师
资的实操授课水平，提高培训质量，
从而提高救护员的施救能力，真正
做到会施救、敢施救、成功施救。

如何快速有效检验各地师资实
操水平？如何提高全省师资授课水
平？省红十字会决定，参考其他行
业经验，举办应急救护师资实操授
课大赛，设心肺复苏、头部止血包

扎、小腿骨折固定、肠管外溢包扎 4
个单项，逐项评比，相互借鉴。

年初，省红十字会将大赛列入
年度重点工作，由赈济救护部牵头
制定大赛实施方案、下发通知，各市
红十字会按照要求组织预赛，选拔
优秀选手组队参加决赛。

9月17日，大赛在合肥开幕，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
青，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孙齐云观
看比赛，并为宿州市红十字会等 6
个团体奖、优秀救护师资程小嫚等

12 个个人单项奖及合肥市红十字
会等14个优秀组织奖颁奖。

“此次大赛，为各市教师提升授
课水平和技能搭建了交流平台，激
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营造了苦练
教学技能、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锻炼了师资队伍，提升了师资能力，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孙齐云观摩大
赛后表示。

“通过比赛，我看到了自己的缺
点和不足，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学习，
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教学能

力，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应急救护
师资。”合肥市参赛教师程明月说。

“除了举办应急救护师资实操
授课大赛，我们还相继开发了应急
救护信息系统，实现了网上报名、网
上缴费、网上办证，线上学理论、线
下学操作的救护培训新模式，方便
了群众，提高了工作效率；并设立了
师资库，将全省优秀师资纳入统一
管理、统一培训、统一调拨使用，提
高了师资教学水平和使用效率。”安
徽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红十字会还积极推动应急救
护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
进机关活动；指导各地红十字会积
极探索建立高校应急救护工作站，
加强对高校教职工和在校大学生的
救护培训工作。多措并举，开拓创
新，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取得
明显进展，救护师资、救护员、普及
培训人数逐年大幅攀升。

“大赛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接
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探索，不断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将现代元素融入
到应急救护培训工作中，使这项传
统业务焕发新的生机，更好地服务
群众，助力健康安徽建设。”张青
说。

尖兵比武 守护江淮
安徽省红十字会系统多措并举加强应急救护师资队伍建设

喜迎二十大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
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
向市民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器
官捐献的大爱善举，并在现场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

图为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
队员教授婴儿气道异物梗阻排除
法。 （王一娟）

街头教急救

北京 9 月 17 日，北京市红十
字会邀请北京市第 122

例、448 例、48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举办团建活动，分享各自的捐献
故事及生活日常，用他们的实际行
动呼吁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捐
献造血干细胞，传递生命新希望。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 16万余
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其中 524 名
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天津 今年是天津市开展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 20 周

年。在第8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
来临之际，天津市红十字会主办“关
爱生命人道行，‘津’生相‘髓’二十
年”主题活动。

截至今年 8 月底，天津市造血
干细胞志愿报名人数突破10万人，
累计成功捐献 323 人，其中涉外捐
献 14 人。天津市红十字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市红十字会将继续秉承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为血液病患者与爱心人士架起生命
之桥，为健康天津、文明天津、平安
天津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山西
9 月 17 日，山西省红十
字会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服务总队山西省大队及部分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太原市长兴献
血屋、长风商务区开展“感谢你，捐
献者”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红十字志愿者与工作
人员来到献血屋前，为过往市民发
放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
关宣传资料。

黑龙江 9月 17日，黑龙江省
红十字会组织志愿

者在远大献血屋前开展造血干细胞
捐献宣传动员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发放造血
干细胞捐献宣传资料和现场咨询讲
解，让公众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

浙江 9 月 17 日，浙江省红十
字会联合温州市红十字

会举办纪念第八个“世界骨髓捐献
者日”暨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突
破800例故事分享会。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有近 11万
名入库志愿者，有 820 余名捐献者

成功捐献。

安徽 9 月 17 日，安徽省红十
字会开展以“爱心相髓，

皖手前行”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截至目前，安徽共有造血干细

胞入库志愿者 59230 人，实现捐献
449 例，捐献者、志愿者荣获“中国
好人”35人次、“安徽好人”52人次、
其他各级各类好人称号315人次。

福建 9 月 17 日，福建省红十
字举办纪念第八个“世

界骨髓捐献者日”活动。
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自

2003年启动至今，累计入库人数达
9.07万人份，为患者提供配型初筛
约3.75万人次。成功实现造血干细
胞捐献358例，涉外捐献9例。

山东 9 月 16 日，在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的指导下，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
心、山东省红十字会共同主办“第八
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

活动中，6 名造血干细胞受捐
者及家属代表在现场讲述自己或家
人从患病到接受移植的心路历程。
30 余名符合无偿献血条件的青年

医务工作者和社会爱心人士采集血
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陕西 在第八个世界骨髓捐献
者日来临之际，中华骨

髓库陕西分库举办纪念第八个“世
界骨髓捐献者日”活动，来自各行各
业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志愿者服
务队成员等20余人参加活动。

陕西省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
务大队秘书长张宝华说，志愿服务
工作者要积极传递“我捐献，我健
康”的理念，希望更多人捐献造血干
细胞，挽救他人生命。

陕西省第 258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即将捐献的第 259 例、260 例
捐献者参加纪念活动。已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前辈们”对加入造血干细
胞大家庭的新成员表示欢迎，并分
享了自己在捐献过程中的经历。

宁夏 9 月 16 日，宁夏红十字
会联合石嘴山市红十字

会开展“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
传活动。

目前，宁夏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累计库容量超过3.3万人份，
成功捐献97例。

感谢您，捐献者
各地红十字会举办“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纪念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
作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各选举单
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
会议，选举产生了 2296 名出席党
的二十大代表。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
循，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
主，严格按照党中央关于做好代表
选举工作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
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
办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党中央
规定的条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
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
事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明显
成绩，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
代表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各项构
成比例均符合党中央要求，具有广
泛代表性。他们中，既有党员领导
干部，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
员，有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
族党员，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
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
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代表。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届
时还需经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确认。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部选出

本报讯 （红基）近日，“星援
上海”红十字应急救护一体机捐赠
仪式在上海举行，北京星巴克公益
基金会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
上海市徐汇区捐赠10套应急救护
一体机，投放至社区服务中心、文
化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提升社区
居民突发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
晓超，星巴克社会影响力副总裁、
北京星巴克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竺
蕾，上海市红十字会相关部门负责
人等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出席捐赠仪式。

贝晓超表示，为助力“健康中
国 2030”，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开展“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活动的
通知》精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推

进应急救护一体机进社区，目的是
让更多人学会急救，关键时刻会
救、敢救，挽救更多的生命。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将携手社会各界力
量开展应急救护工作，促进院前急
救体系建设，共同守护生命健康安
全。

竺蕾表示，社区韧性建设是北
京星巴克公益基金会重点关注的
战略领域之一，应急救护项目是

“韧性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通
过AED设备的安装落地以及应急
救护知识技能的培训，可以提升社
区应急处置能力，培养邻里互助精
神，激发社区自有活力。

捐赠仪式后，上海市徐汇区红
十字会为部分社区居民、志愿者开
展了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并
为通过考核的人员颁发急救证书。

本报讯 （党琪）9月 21 日，陕
西省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开园
暨缅怀纪念活动在西安市凤栖山
人文纪念园举行。陕西省副省长、
省红十字会会长方光华，省政府副
秘书长张军林，陕西省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关居正等出席
活动。

方光华在讲话中指出，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高尚
行为，是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卫
生健康、公安、司法、民政、财政、人
社、红十字会等部门要通力合作，
大力开展宣传动员、人道救助、缅
怀纪念活动。应设立“人体器官捐
献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让捐献志
愿者、捐献者家属等享受有关褒奖
和优待，推动陕西省人体器官捐献
事业高质量发展。各市要按照陕
西红十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纲要要求，建立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缅怀纪念场所，让这一引领社会

文明之风的重要工作在三秦大地
全面铺开。

截至目前，陕西省共有17.5万
余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实现器官
捐献1668例，角膜捐献1712枚，遗
体捐献281例，挽救了5000余名器
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 1700 多
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陕西省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
园由陕西省红十字会组织筹建，西
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安市
凤栖山人文纪念园共同参与建设，
西安市凤栖山人文纪念园总投资
860 余万元，墓园占地面积 666 平
方米。

陕西省民政厅、财政厅、人社
厅、卫生健康委、省人体器官捐献
管理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
活动，省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代表、捐献者家属代表、器官移
植受者代表、红十字志愿者代表等
40余人参加活动。

陕西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开园

中国红基会携手星巴克向上海捐赠应急救护一体机

本报讯 （苏红）近日，第六届
“江苏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南京举
行。江苏省委书记吴政隆作出批
示，省委副书记、省长许昆林会见
获奖代表。

本届慈善奖，江苏省红十字系
统有 2 个项目、1 个单位和 1 位个
人受到江苏省人民政府表彰，南京
市红十字会申报的“重塑笑颜”公
益金项目、无锡市红十字会申报
的红十字“帮你回家”易走失人员

定位手环项目荣获“最具影响力慈
善项目”奖；连云港红十字会申报
的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荣
获“最具爱心捐赠企业或单位”奖，
泰州市红十字会推荐的钱荷芳获

“优秀慈善工作者”奖。
“江苏慈善奖”是江苏省公益

慈善领域最高奖。今年共有30家
单位、20家慈善组织、39个集体和
个人、30 个慈善项目荣获第六届

“江苏慈善奖”。

江苏红十字系统多个项目和个人获“江苏慈善奖”

本报讯 （冀红）9月 21 日，河
北省红十字会在省第七人民医院
（河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举
行新增“困难家庭高发癌精准救治
公益项目”定点医院签约启动仪
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李林龙，定州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才芳，河北省中医学院党委副
书记、河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孙士
江等出席仪式。

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作为省
红十字会会员单位，成为该项目第
二家医疗救助定点医院，重点针对

定州市周边老区困难家庭患高发
癌（胃癌、肠癌、肺癌、前列腺癌、肝
癌）患者进行救治，每人救助治疗
费1万元。

困难家庭高发癌精准救治公
益项目由河北省红十字会、省妇女
联合会、省中医学院于2021年9月
30 日联合发起，是面向全省困难
家庭高发癌患者进行救助的一项
惠民举措。目前，已动员社会力量
募集项目基金 400 余万元，救助
（含正在接受救助）困难群众30余
人，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河北红会新增一家困难家庭癌症救治定点医院

本报讯 （辽红）近日，辽宁省
红十字会 2022年艾滋病预防同伴
教育培训班在鞍山市举行，在鞍各
高校大学生和红十字志愿者共 30
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采用参

与式的授课方式，通过游戏、角色
扮演等形式进行交流学习，引导学
员们开展独立思考和互动交流，加
深学员们对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
的掌握，从思想上牢固树立安全防
范意识，珍视生命健康。

辽宁红会举办艾滋病预防同伴教育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