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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力推 AED背后：

一个城市与“猝死”的赛跑

现实
12 条生命被救

自 2017 年 10 月全市投放
AED，截止到南方周末记者发稿
时， 深圳已通过 AED 先后挽救
了 12 个人的生命。

2019年 5月 16日，深圳市民
张国防亲历了一场救援， 成功救
助心脏骤停病人孙江平。“就像放
电影一样， 至今在我的脑海中挥
之不去。 ”当晚，深圳体育馆运动
中心一名 42 岁的男子在运动休
息时突发心梗，猝然倒地。张国防
和同伴正在体育场馆中跑步，看
到该男子身边围着了一圈人。

张国防对猝然倒地并不陌
生。 2018 年，他目睹有人在游泳
过程中猝死，也曾在西安、南京
两地亲眼看到路人突然倒地不
起，跑马拉松时，更看到有人“跑
着跑着，突然倒地”。

猝死的原因多数是突发心
脏病导致的心搏骤停。 据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
病报告 2018》显示，中国每年死
于心脏性猝死（SCD）的人数估
计为 54.4 万人。

“54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如果
它是一场灾难造成的死亡， 肯定
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恐慌，但
猝死往往是突发、快速、没有太多
先兆的。 ”深圳迈瑞医疗 AED 负
责人胡彬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不敢救， 也不知道怎么
救。 ”张国防回忆自己当时看到
有人倒地的心情。 2019 年，张国
防接受了深圳急救中心提供的
“初级急救员”培训，学习徒手心
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

2019 年 5 月 16 日当晚，张
国防和同伴立即给倒地男子孙
江平做徒手心肺复苏，但效果并
不明显，尽管徒手心肺复苏配合
人工呼吸，是急救中应对心搏骤
停的有效方法。 四组心肺复苏
后，孙江平并无反应，甚至开始
出现嘴唇发紫、小便失禁。“这些
都是濒死的状态。 ”张国防解释。

体育馆保安王振宇提醒了
张国防———场馆中还装有 AED。
深圳市体育馆装有三台 AED，其
中最近的一台设备距离孙江平
直线约为 200 米。 AED 很快拿
来，经过三次放电除颤，并得到
现场的急救医护人员救护后，孙
江平的生命体征开始复苏。 三天
后，孙江平出院。

张国防感慨， 这正是 AED
的优势，在救护车到来前，公众
需要自己开展急救。 而 AED 作
为便携式、易操作、专为现场急
救设计的急救设备，让在场人士
有能力进行有效急救。

深圳体育馆运动中心距离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约为 1.5 公
里，步行大约需要 20 分钟。 依据
当时的情况，张国防认为“不可
能及时送他去医院”。

陈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
救护车到来前， 心搏骤停的救治
更依赖于在场人士的急救能力，
通常倒地后的 4分钟是公认心搏
骤停、 心源性猝死的最佳抢救时
间。 之后，救治每延迟 1 分钟，患
者的死亡几率将提高 7%-10%，
若患者在倒地十分钟内得不到有
效救治，生还几率将十分渺茫。

陈志强调，在中国九成猝死
都发生在医院外，而在北上广深
等大城市，公众急救成功率仅为
1%-2%。

警醒
IBM 员工猝死引发震动

深圳市对公众救援意识的
觉醒， 来自于 2014 年深圳地铁
内一起猝死事件。

2014年 2月 17日上午 10点
27 分，IBM 公司员工梁某在深圳
地铁水湾站内倒地不起。 6 分钟
后， 深圳地铁站内员工来到她身
边；10 点 40 分， 工作人员拨打
120急救电话；11点 18分，120急
救人员到达现场，施救 4 分钟后，
急救人员宣布梁某不治身亡。

因为救护车来之前，深圳地
铁工作人员与周围行人无人上
前对梁某进行施救，梁某家人将
深圳地铁告上法庭。

周强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

刻。“整个社会非常缺乏急救知
识，也反映了他人倒地我们到底
扶不扶的伦理问题。 ”

事件经媒体曝光后， 深圳
市从政府到社会层面， 都在反
思应当如何做急救知识的宣传
与培训。

2015 年， 深圳本土企业 、
AED 研发公司迈瑞医疗联合数
位深圳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建议在深圳人流密集场所配备
AED 设备。 实际上更早之前，来
自深圳地区的医疗卫生代表委
员就开始呼吁铺设 AED 设备。

“深圳每天（平均）有一个人
猝死。 ”2013 年 1 月，深圳市人大
代表、妇幼保健院院长杨卓欣曾
向公众呼吁。

2017年 6月， 深圳市卫生计
生委回应人大代表建议， 深圳拟
分步实施在公共场所安置 AED，
争取用 10 年时间达到每 10 万人
口配备 100台 AED的国际水平。

2017 年 10 月起，第一批 500
台 AED 先后被安装配置在地
铁、机场、养老院、体育场馆、高
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以及深
圳交警铁骑摩托车上。

在 AED 铺设前后， 深圳先
后出台了《深圳市 2017 年政府投
资项目计划》《深圳市“十三五”
AED 配置使用实施方案》《深圳
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 等文
件。 文件显示，2018 年深圳采购
1000 台 AED，而到 2020 年，将完
成 5000 台 AED 采购及安装。

“2017 年国内没有人搞过，
当时胆子不能太大。 只能尝试报
一下，500 台行不行？ ”牵头制定
上述方案的周强回忆采购第一
批 AED 时的场景。

出乎周强意料，政府很快从
政策层面将 AED 的投放纳入民
生工程。“纳入了统一规划，深圳

市急救中心就不用在每一次需
要采购时重新向上级主管部门
提出需求。 ”周强向南方周末记
者解释。

根据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中
标结果公告显示，2017年 12月和
2019年 1月， 深圳市政府分别支
付 1048.5万、2039.3万元，采购了
两批总共 1500台 AED设备。

“深圳之前很多 AED投放都
来自于个人或企业捐赠，但只有政
府统一推进、采购、立法，才能大范
围将 AED铺设开来。 ”胡彬认为。

周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
了 AED的铺设，更重要的是让市
民掌握急救知识。“铺设了却不会
用，和没有铺设的情况差不多。 ”

因此， 急救中心给出的培训
方案，是每铺设一台 AED，要对
这台设备周边十人进行设备的使
用培训。 2019年 10月，深圳市急
救中心面向社会提供了逾一万名
培训名额， 向市民免费开展包括
心肺复苏、AED 使用、外伤包扎、
异物卡喉急救技术在内的初级救
护员培训， 这也属于深圳应急救
援体系建设当中的一部分。

2019 年 12 月 4 日， 在深圳
市光明新区体育中心的羽毛球
馆，旁听过培训的保安队长万代
红和同伴利用场馆中的 AED，成
功救援了一名倒地男子。

改变
公众的急救理念

“AED 的配备能够充分缓解

救护车到来之前的救援空白。 ”
在采访中，周强多次强调。

据周强计算，深圳市急救车
的平均到达时间接近 13 分钟，

“与上海相比仍有差距， 但处于
全国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
深圳近年来因为心脏问题拨打
急救电话的数量剧增， 从 2010
年一千八九百人上升到 2018 年
两千七八百人，急救中心也面临
着院前急救人员不足、急救车数
量不够的窘境。 周强发现，“将
AED 除颤用在中青年人的身上，
生还几率将大大提高。 ”

“但刚刚开始投放这台机器
时，谁的心里都没底。 不知道它
到底能不能救人，能救多少人。 ”
周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 年底，深圳在公共场所
投放 500 台 AED， 刚开始推广，
却面临着公众接受度不高、不理
解的难题。“一台设备，从采购到
后续维护， 平均下来需要两万，
如果它被偷了怎么办？ 存放单位
担心责任归属，不愿意接受这台
设备又怎么办？ ”

而胡彬在全国推广 AED 的
过程中， 发现更为现实的问题：
有的将 AED 上锁或放置在封闭
的办公室中； 有的 AED 无人巡
检，无法正常使用；有的设备周
围人员培训和复训不重视……

“实际上，维护、保护 AED 的
正常使用，要比采购、配备更为重
要。 ”胡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为此，胡彬所在公司专门研
发了一款适合公众投放的 AED。
胡彬介绍， 与家用版本相比，投
放到深圳公共场所的 AED 都带
有 4G 装置， 会通过统一的后台
管理系统实现仪器管理，检测仪
器是否正常工作，是否需要更换
耗材等问题。AED 设备的管理则
是由专门的运营维护公司、深圳
市急救中心和设备存放单位共
同维护，打消使用单位的顾虑。

周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深圳
市民的公共急救意识在这几年显
著提升。“之前大家担心，把 AED
装在自己的楼下，机器丢失、遇到
需要抢救的人， 自己要不要负责。
现在经过立法的保护和媒体的宣
传，已经开始有单位、机构主动找
上门来要求安装 AED。 ”

目前，在公共场所存放的每
一台 AED，都与深圳市急救中心
的控制台相连接，只要其中一台
AED 被移动、启动除颤，深圳市
急救中心都能及时收到信息。

面对该不该救路人的疑虑，
周强认为， 从民法总则的修改，
到《深圳特区救助人权益保障
法》，再到《深圳经济特区急救条
例》的生效，为愿意救人的人提
供了法律保障。 而 AED 的铺设
和相关知识的培训，则给救援提
供了相应能力。 平日里媒体的宣
传提高了公众对急救知识的接
受度，而急救中心、平台维护中
心以及铺设单位的配合， 则为
AED 后续的管理提供了支持。

2020 年 1 月 3 日，南方周末
记者正在采访周强时，深圳市急
救中心副主任朱虹敲开会议室
的门，告诉他急救中心又检测到
深圳石厦地铁站内一台 AED 被
打开，并启动了 4 次除颤。

（据《南方周末》）

� �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5 台
AED入驻深圳机场，深圳机场成为
深圳首个配置 AED设备的公共交
通场所。 2017年 11月 14日，机场
的 AED 救助了一位 36 岁突发心
脏骤停的男性旅客（受访者供图）

� � 2019 年 2 月 26 日， 深圳市急救中心联合深圳火车站在该站前
广场开展“出手急救，你也可以”公益宣传活动（受访者供图）

� � 2019 年 12 月以来，深圳通过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已经成功挽救了 4 名心搏骤停患者。
而数据显示，这个城市面临更多猝死危机。
据深圳市 120 调度系统统计， 深圳 75 家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单位、86 个急救站每年出车救治的病患中，2014 年猝死 1897 人；2015 年为

2058 人；2016 年数字上升至 2567 人；到了 2017 年，超过了 3000 人。
据深圳急救中心主任周强介绍，数字攀升原因种种，主要是城市人口增加、老龄化、诊断水平提高或者生活压力增大等。
面对猝死，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建议“在救护车到来前的时间里，公众需要自己开展急救”。普及救护知识，增设 AED（自动体

外除颤仪），成为建立公共急救体系的重要一环。
从 2017 年开始，深圳在机场、地铁站、火车站、体育馆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铺设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同时向公众普及院前急救知

识与急救技能。
截止到 2019年 12月，深圳已完成首期 500台、二期 1500台及三期 2000台部分 AED的安装配置。
“配备 AED 设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改变公众急救理念。 ”周强认为，一套公共急救体系的建立包括政府的推动、急救体系的筹

建、设备的铺设和救援知识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