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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也玫

农民工子女暑期体验
高温下父母工作

■本期点评 雨山

杭州地铁站“纳凉族”扎堆
直接躺地上酣睡

一名女乘客早前在首都机场的摆渡车上突然
晕倒， 心脏骤停， 没了呼吸。 万幸的是， 同车的
7名医生及时出手相救， 姑娘与死神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 前几天早晨， 在北京广安门医院附近
一名50多岁的男士晕倒， 意识不清。 人群中冲出
两名护士， 马上跪在地上为他进行胸外按压和人
工呼吸。 患者恢复呼吸后被送到医院， 被诊断为
冠心病。 （7月18日 《科技日报》）

这两次 “猝死” 得到成功急救， 说明普及急
救技能十分必要。 现实是， 当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发生时， 绝大多数民众除了等待救援外束手无
策， 大多数并不知道如何展开科学有效的急救措
施， 导致一些人错失抢救时间而枉送了性命。

事实也是如此。 国际红十字会联合会2016年
心肺复苏术和急救指南指出， 如果旁观者及时
实施心肺复苏 ， 可以把心搏骤停病人的存活
率从3.9%提升到16.1%。 因而， 鼓励旁观者实施
复苏， 让更多人参与复苏是当务之急。 可是， 我
国公众急救技能普及率不尽如人意。 美国医学会
杂志 JAMA Cardiol 2017年3月15日在线版的数据
显示， 院外心搏骤停发生后， 现场复苏实施率美
国为 46.1%% 、 加拿大为 29% 、 瑞 典 为 46% —
73% 、 日本为 32.2% 、 澳大利亚为 21.2% ， 而
我国仅为4.5%。 须知， 心源性猝死， 关键是在
心脏骤停后四分钟内进行急救， 如果不在现场展
开急救， 或等待120急救， 或把病人送医院， 都
会错过 “黄金四分钟”， 让病人等死。

我国心搏骤停现场复苏实施率低， 只是我国
公众急救技能普及率低的突出一面。 这主要是因
为我国急救技能的培训率低， 掌握急救技能的人
就少。 究其根源， 主要是我国的急救技能培训主
要靠红十字会和医院， 没有其他政府部门和社区
组织等， 导致急救知识推广不够， 民众对急救技
能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急救技能培训还没有形成
社会共识。 这是因为我国的急救技能培训还没有
从制度和法律上作出强行规定， 导致急救技能培
训可有可无， 怎么能提高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普及
率呢？

有鉴于此， 笔者建议， 一方面从制度、 法律
着手， 把急救技能培训纳入学前教育、 义务教
育、 岗前培训中， 提高民众对急救知识的重视程
度， 提高民众的急救技能水平， 特别是要在特殊
行业、 特殊人群中广泛开展培训， 提高诸如警
察、 消防官兵、 医护人员、 出租车司机、 保安门
卫、 机场车站服务人员、 政府公务员、 教师等人
员的急救技能水平。 另一方面在各社区设立急救
技能免费培训中心， 免费为公民培训相关急救知
识与技能， 提高急救技能培训率， 从而提升公共
安全水平， 避免公民发病时因缺乏急救技能而枉
送了性命。 同时， 立法鼓励公民施展急救。 像上
海市那样， 出台 《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
明确规定， “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 对
患者造成损害的， 不承担法律责任”， 鼓励公民
大胆施救他人。

西班牙举行“拴牛节”
民众爬栏杆躲奔牛

8根电线杆成“路霸”
行车如过“梅花桩”

安徽合肥
共享书店受欢迎

公众急救技能
亟待培训普及

7月17日，西班牙格拉萨莱马，一年一度的拴
牛节举行， 三头公牛被同一条绳子拴在一起穿越
街道。 民众为躲避公牛，爬上了周围窗户的栏杆。

点评： 这项活动， 人和牛都要用上 “牛劲”
才行。

7月16日， 来自河南的李帅恒 （中） 在工地
上为父亲擦汗。 当日， 50余名农民工子女来到
父母工作的北京亦庄中建二局一公司的施工现场
参观， 体验父母在高温下劳动的辛苦。

点评： 这种体验活动， 不仅增进了父子亲
情， 让孩子知道了劳动的不易， 还展现出企业对
职工的人文关怀。

近日， 在河南郑州， 有司机不断反映， 桐柏
路 （航海路至长江路） 一段新修的道路上， 矗立
着8根电线杆， 将由南向北的三个机动车道全部
占满， 在这里开车， 如同过 “梅花桩”。 据附近
居民介绍， 这条路修的时候， 电线杆就没有移
走， 每次经过这里， 都感觉非常危险， 总得小心
翼翼。

点评： 看来， 有关部门是想让车主们练就一
身中国功夫啊。 笔直的道路中间矗立电线杆着实
很危险， 还是及早拆迁为盼。

7月14日， 杭州已经持续多日出现35℃以上
的高温，在一些地铁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纳凉
族”。在一处地铁站内，躺卧着几十位纳凉者，有人
拿来了草席或者布料垫在身体下面。 现场纳凉的
人很多， 声音嘈杂， 不过很多人还是睡得很香。

点评： 地铁站不是用来纳凉的地方， 即便暑
热难耐， 也要遵守公共秩序， 注意公共形象。

日前， 安徽省合肥市新华书店三孝口店 “变
身” 为共享书店， 读者只需缴纳99元押金就可
免费把书从书店带回家阅读。 书店还推出 “阅读
奖学金” 制度， 用户每阅读一本书并按期归还就
会有1元 “阅读奖学金 ” 直接打入其 “智慧书
房” 账户， 三个月读12本书便可得到返还押金
的8%作为奖励。

点评： 书非借不能读也。 如果这种模式能够
激发人们参与借阅图书， 那就是推动全民阅读的
一种有益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