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两万余人成为人民调解志愿者
� � 近日， 北京市正式成立人
民调解志愿者队伍，普通居民、
外来务工人员、 法务工作者等
两万余人加入， 今后他们将活
跃在北京市各社区，调解纠纷，
及早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从 4 月初开始， 北京市司
法局在全市启动人民调解志愿
者招募活动， 通过在村居张贴
招募海报、 在北京电视台科教

频道播出招募公益广告等方
式， 面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人
民调解， 组建人民调解志愿者
队伍， 是北京市壮大矛盾纠纷
预防排查化解组织力量新模式
的一次积极探索。 ”北京市司法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一个月时间，2.13 万人加入
人民调解志愿者队伍。 志愿者

来源非常广泛，有企业法务、社
区干部、社区居民、外来务工人
员、 物业管理人员等， 涉及法
律、医学、社工、心理咨询等专
业技术领域。 市司法局根据实
际工作需要， 将其分为市级专
家志愿者队伍 40 余人、市级律
师志愿者队伍 200 余人以及 16
区人民调解志愿者分队。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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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首个民间救援队成长记
� � “我们要面对伤员，托着他
的大臂，让小臂斜向上贴在胸前
起到固定手腕的作用……”在天
津蓝天救援队防灾教育体验教
室，救援行动队长潘森正在进行
市民防灾救险基础培训实操，这
节课，他要教 7 个人学会用三角
巾包扎的各种方法。

不出意外， 每周五晚上，潘
森都会在这里进行免费讲解，一
个循环 16 节课，每节课两小时。
这样的“课外作业”，潘森和队友
们已经做了 5 年。 其间，哪怕培
训地点再简陋、即便只有一名学
员，课程也照上不误。

2009 年 6 月，作为天津市第
一支纯民间志愿救援队，天津蓝
天救援队正式成立。 队伍由户外
运动爱好者、 专业搜救人员、医
护人员等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
各界人士共同组建而成。

为市民进行防灾救援基础
培训只是蓝天救援队的工作之
一。 2015 年 1 月，救援队被正式
纳入天津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生命屋子———我是小小救护
员”项目，作为天津市和平区“生
命屋子”的子项目，在和平区社
会组织孵化中心建立了防灾教
育体验教室。 体验室配有各种救
援装备、 不同年龄段的人体模
型，受训者在接受理论培训的同
时，还可以通过教室内的各种救
援装备更加直观地进行学习。

2016 年，该项目参加团中央

“伙伴计划” 项目评审， 入选 30
个示范项目。“生命屋子———我
是小小救护员”主要依托和平区
中小学校、社区七彩小屋作为活
动阵地开展“金苹果”课程，由蓝
天救援队负责实施。

起初，潘森和队友们了解到
好多学校想增加学生急救技能
培训，但苦于找不到途径。 该项
目就一改设点宣传的形式，通过
“金苹果”课程“送货上门”，把自
护自救技能带到每个人的身边。
如今，不论是学校、社区还是企
业，只要有需求，经过申请，他们
都可以提供免费上门授课培训，
真正实现“救”在身边。

那一次在小学做基础培训
的情景，潘森至今想起来都有些
后怕。

“下午第一节课我正在做基
础培训， 隔壁班老师跑过来，喊
着让赶紧救孩子。 ”原来孩子趁
着老师写板书的时候偷偷吃果
冻， 紧张之下吸到气道卡住了。
想起当时的场面，潘森的神情不
由得严肃起来，“跑过去的时候
孩子双手卡着脖子，脸色已经变
得紫青，眼球突出。 我当时立马
采取了海氏救援法，从肚脐上两
指，向斜上方向冲击，卡着的东
西一下子吐了出来。 ”

潘森说，事后自己也吓出了
一身汗，“如果当时没有专业的
救援，孩子很可能救不过来了。 ”

那次事件，让他和队友们深

切意识到， 要想提高救援效
率， 就得教会更多人急救知
识，而且，绝不能排除小朋友。

但是，让急救知识进小学
甚至幼儿园课堂， 会不会过
早？ 潘森在给成人培训的时
候曾收到过一条反馈：“光我
们学会了没有用啊，万一哪天
我躺那儿，没人救我呀！”这句
话让他深受启发，当大人倒下
了，谁能救他们呢？ 潘森回去
就把自己孩子教会了。 他解
释：“从小培养孩子的安全意
识，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
间断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便能
潜移默化地具备自救防护的
知识和技能。 ”

“金苹果”课程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孩子设置了特色化
的培训内容。

如果是在幼儿园，讲师会给
他们放《急救超人》之类的急救
动漫。 孩子们坐地上看着，老师
们在一边引导：“地震了要怎么
办呀？家里着火了又该怎么办？ ”
潘森说，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小朋
友， 比起告诉他们如何救人，通
过类似的情景预设向孩子们传
递相应的逃生技能、让他们学会
自救更重要。

“突发事件中，小学生如果掌
握了基本急救动作的数据， 完全
可以引导大人进行急救。 比如深
度 5至 6厘米，一分钟 100至 120
次， 摁压要注意通气……这样可

以为伤患争取更多生的希
望。 ”在救援队员们看来，小学
生可能没有救人的力量，但是

具备这方面知识很有必要。
在初、高中学校，培训的时

候“金苹果”讲师会要求孩子们
两人一组进行实操。 他们希望通
过培训，让中学生在遇到紧急情
况的时候可以做到自救互救。

救援队还为每个培训岗位
设定了一名金苹果讲师和一名
助教。 想要成为“金苹果”讲师，
就得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必须
同时取得红十字初级急救资格
证、红十字会师资初级证，经若
干个高级师资考评合格，再从助
理做起， 参加 10 节以上课程培
训，之后才能够独立承担培训任
务。 作为红十字会师资培训的老
师，潘森每年都会根据中国红十
字总会的最新标准来更新蓝天
救援中心的培训课程。

目前， 蓝天救援队为 17 位
“金苹果”讲师建立了培训档案，
记载着每次培训的需求、 进展、
以及成效评价。 蓝天救援队的
300 多名志愿者中有 170 多名是
经过考核的蓝天队员。

包括“金苹果”讲师在内，蓝
天救援队的每名成员都有着双
重身份， 他们几乎都是白天上
班，利用晚上或者业余时间参加
志愿活动。 有人为了参加每年一
次的考核培训，放弃年假或者专
门“请病假”参加，还有一些人，
干久了索性放下原来的工作，全
身心投入到蓝天救援队。 潘森就
是其中一位。 对于他们来说，这
份工作才是自己内心一直要坚
守的事业。

（据《中国青年报》）

福建：出台《农村扶贫开发办法》
近日，福建出台实施《福建

省农村扶贫开发办法》，进一步
推动扶贫开发规范化、法制化、
长效化。 这是以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一
项重要制度创新。

《办法》共 7 章 46 条，主要
从扶贫对象、扶贫开发措施、资
金与项目管理、监督检查、法律
责任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明
确将农村扶贫开发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和相

关部门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
重要内容， 同时鼓励支持境内
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
等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依法参
与农村扶贫开发。

（据《福建日报》）

重庆市民政领域深化改革
有序推进成效明显。

一是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
机关脱钩任务圆满完成。在 2014
年开展“五清理、五脱钩”基础
上，对照国家《总体方案》“五分
离、五规范”要求进行查漏补缺，
192 家市级行业协会商会、683
家区县级行业协会商会完成脱
钩，7 家市级“僵尸型”行业协会
被依法注销、撤销.

在行业协会商会兼职的 8名
在职公务员和 6名退（离）休未满
三年的领导干部被清理，42 家行
业协会变更法定代表人； 新建行
业党委 13个，基层党组织 40个。

二是养老服务体制改革持续
深化。 出台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
发展的政策文件， 制定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实施办法， 调整提高社
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 保障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 降低养老
服务市场准入门槛， 并加大财政
投入，优惠减免各类税费，健全完
善融资政策， 建立综合责任保险
制度，全面深化养老体制改革。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类养老
机构 1426 所， 养老床位 20.7 万
张，千名老人拥有床位 30.5张。

三是“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推
进顺利。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健
康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等文件，明确“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模式，规划布局设施，支持“医
养结合”养老机构建设。

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
2.7 亿元，205 家养老机构开展医
疗卫生合作。

四是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推
进。 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
点， 着力打造一批管理有序、服
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建
设示范点。 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 加强社区社工人才培养，积
极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全市备案在册的城乡社区社
会组织 2091家，社区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超过全市总量的 50%，实
施市级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78 个，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持续提
升，基层社会活力明显增强。

五是城乡社区协商试点积
极开展。 市、区县分别出台关于
开展城乡社区协商工作的政策
文件， 明确城乡社区协商内容，
扩大参与主体， 丰富协商形式，
规范协商程序，稳步推进试点工
作。 南岸区“三事分流”、大渡口
区“一委三会”、开州区“五事工
作法”等试点成效明显，城乡社
区协商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居民自治水平不断提高。

（据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

重庆 205家养老机构
开展医疗卫生合作

陕西：147家社会组织进入精准扶贫“项目库”
� � 2016 年，陕西省民政厅、省
扶贫办出台《关于推进“社会力
量参与精准扶贫” 行动的实施
意见》。 根据文件精神，陕西省
社会组织管理局委托陕西省社
会工作协会协调推动陕西省社

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 这些社
会组织包括基金会、行业协会、
商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 他们
结合各自特点， 深入产业、教
育、健康、生态等扶贫第一线，
为陕西省精准扶贫主动作为。

日前， 陕西省召开社会力
量参与精准扶贫行动联席推进
会，会上指出已有 147 家社会组
织进入精准扶贫“项目库”，总
投资已达 1.3 亿元。

（据《陕西日报》）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员教学生们使用绳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