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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救命 操作简易

4 月 14 日，在 2019 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
拉松比赛上，出现了选手猝死事故，所幸经过急救转
危为安。随着马拉松赛事雨后春笋般增长，马拉松赛
场近年来成为心脏猝死的“重灾区”。

马拉松赛场猝死事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心脏性
猝死发病率逐年攀升的现实。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
约有55万心源性猝死病人，其中90%发生在院外。

“马拉松赛上常见的心脏骤停一般都是心源性的，
通过高质量的胸外按压和体外除颤就能起到更好的急
救作用。”海军总医院急诊科医生朱跃说。心脏骤停急
救有“黄金4分钟”的说法，若在心脏骤停后的4分钟
内进行正确急救，能够为后续治疗提供有利条件。

“从骤停到除颤的这段时间，是影响患者存活的重
要因素，所以 AED是心跳骤停最重要的一根‘救命稻
草’。”朱跃表示。

AED之所以被称为“神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
够显著提高生存率。如果在心脏骤停的 1 分钟内使用
AED 对患者电击除颤，救活概率为 90%。有国外的研
究报告显示，在院外心脏性猝死的病人中，只使用心
肺复苏急救的生存率为 14%，同时使用心肺复苏和
AED除颤的生存率能够上升到23.4%。

AED 的简单易用也是其迅速普及的原因。专家
称，“体外除颤仪”虽然听上去很专业，但用起来却很

“傻瓜”，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操作。AED 能够
自动分析患者的心律并判断是否需要电击除颤，操作
者只需根据语音提示，按压按钮就可进行电击。如果
心电图检测结果认为不需除颤，即使按下按钮也不会
放电。因此，即便是非医疗人员也可以迅速掌握使用
方法。

数量不足 知晓率低

从 2006 年前后，我国开始在公共场所配置 AED。
在红十字会等相关机构以及团体、企业、志愿者的助
力下，我国的AED普及率和知晓程度正在逐年提升。

近日，福建省在公共场所开启 AED 投放工作，预
计 2019 年在福州、厦门两市共投放 100 台以上。记者
梳理发现，近一年来，包括四川成都、浙江瑞安、江
苏无锡、陕西西安等地均逐步在公共场所安装 AED设
备。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宗浩认为，在城市公共
场所配置安装 AED，既能提高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抢救
成功率，也是构建城市应急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

尽管如此，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字还远
远不够。有业内人士称，目前我国的 AED 只有 2 万台
左右，平均每 10万人仅有几台。而在美国和日本，每
10万人拥有的AED数量已超过300台。

2017 年，北京市发布了 《公共场所医疗急救设施
设备及药品配置指导目录》，AED成为公共场所必备的

专业性急救设备。但据媒体日前的调查发现，在北京
地铁、繁华商圈、体育馆、景点、高校共 25个人流密
集场所中，仅在机场以及部分高校、公园、体育馆等9
个场所配备了AED，其中地铁站均未发现安装AED。

关键时刻，一台 AED 就能够成为划分生与死的界
线。2016年6月，某网站工作人员在北京地铁猝死，因抢
救无效离世。有分析认为，现场急救的不专业以及地铁
站没有设置 AED 延误了对患者的救助。一年后的 2017
年 6 月，上海地铁一名 20 岁男子突然倒地，工作人员立
即用地铁站上的AED除颤，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即便配备了 AED，由于公众知晓率低、急救知识
普及率不高，“救命神器”也未必能及时派上用场。

“没听说过”“不敢使用”——尽管 AED简单易用，由
于缺乏了解和必要的知识，AED 的普及和应用之路依
然艰巨。

加强科普 法律保障

除了加快投放速度之外，要让“救命神器”真正
“救命”，还需要解决能用、敢用等问题。

如何让更多普通民众了解 AED 的工作原理和使用
方法，具备使用 AED的能力？有急救专家指出，除了
依靠急救中心、红十字会、医疗机构和一些社会团体
来做科普之外，政府、行业和全社会都应该共同推
进，促进急救常识的普及。与此同时，也应在高中和
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或培训。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
开设了相关选修课，向学生讲解包括 AED在内的急救
设备和方法。

消解不敢用、不敢救的顾虑，也是鼓励公众使用
AED、参与急救的必要保障。

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民法总则》中第184条明
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被形象地称为“好
人法”的规定，确认了对善意救助者的责任豁免，也
为解决“扶不扶”“救不救”的难题提供了后盾。

对此，有专家表示，虽然“好人法”明确了免责
保护，但要打破公众的顾虑还需要进一步普及相关案
例，并完善法律法规，鼓励挽救他人生命的义举。北
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中心主任金辉表示，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 AED的实施监管，同时在免责、立
法上，加强对现场救护人的保护，让 AED得到更广泛
的利用。

在新技术的助推下，找到身边的 AED 也变得越来
越容易了。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了多款用于寻找
AED的小程序。

例如，深圳市急救中心联合腾讯开发了微信小程
序“AED 地图”，打开后可以立即看到距离最近的
AED。由生命急救志愿团队“第一反应”开发的“救
命地图”小程序，不仅可以看到 AED所在位置，还可
以查看AED的照片和捐赠者信息。

1 开启AED，打开AED的盖子，依据视觉和声音的
提示操作。

2 给患者贴电极，在患者胸部适当的位置上，紧密
地贴上电极。通常而言，两块电极板分别贴在右胸上部
和左胸左乳头外侧，具体位置可以参考AED机壳上的图样
和电极板上的图片说明。

3 将电极板插头插入AED主机插孔。

4 开始分析心律，在必要时除颤，按下“分析”键
（在此过程中请不要接触患者，即使是轻微的触动都有可
能影响AED的分析），AED将会开始分析心率。分析完毕
后，AED将会发出是否进行除颤的建议，当有除颤指征
时，不要与患者接触，同时告诉附近的其他任何人远离
患者，由操作者按下“放电”键除颤。

5 一次除颤后未恢复有效灌注心律，进行5个周期
心肺复苏。除颤结束后，AED会再次分析心律，如未恢复
有效灌注心律，操作者应进行5个周期心肺复苏，然后再
次分析心律，除颤，心肺复苏，反复至急救人员到来。

他 山 之 石

世界上第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问
世于1979年，由于它方便携带、使用
容易，非医疗专业人员也可以迅速掌
握，因此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在很
多国家普及。

美国是最早对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在公共场所设置进行立法的国家之
一。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
项资金用于实施公共除颤计划，急救
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
法设置AED，目前社会保有量超过100
万台，平均每 10 万人 317 台。此外，
美国公立学校也十分注重向学生普及
心源性猝死的急救常识。例如，得克
萨 斯 州 规 定 ， 只 有 掌 握 心 肺 复 苏
（CPR） 相关急救操作方可获得高中毕
业证书。

日 本 于 2004 年 开 始 推 广 安 装
AED，目前是全世界自动体外除颤仪
设置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
总务省统计，目前日本全国有大约60
万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平均每 10 万
人约有 234.8 台，每年通过 AED 设备
得到救助的大约有 1200 人。从 2004
年开始，日本各地针对自动体外除颤
仪使用的急救培训不断普及，被设置
在了初高中的培训项目中，甚至成为
了驾校的必修课程。在东京，地铁站
和电车站或是人流密集处都会配备
AED，马拉松比赛上也有完备的设置
和规定。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
中心印发《全国广场舞赛事活动管理办
法（试行）》，明确了广场舞比赛的惩罚
规则。办法明确，举办广场舞比赛需满
足一定条件，全国广场舞健身活动推广
委员会将对广场舞赛事活动实行分类、
注册和管理，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
有组织的广场舞赛事活动开展，以促进
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而参赛选手若在比
赛期间存在违规行为，也将由组委会依
据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进行处罚。

有了管理办法，无论是对于广场
舞赛事的组织，还是对广场舞健身活
动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都是一
件好事。这也意味着，拥有广泛群众
基础的广场舞，将持续向规范、有序
发展的方向迈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 2015 年
印发的《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
展的通知》 到 2017 年 《关于进一步
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近年
来，国家一直在深入推进对广场舞的
引导和规范。从前因“争地”“扰
民”等问题而处境尴尬的广场舞逐渐
贴上了“文明”“有序”的标签，开
始引领健康生活的新风尚，当仁不让
地成为老百姓展示自我的闪亮舞台。

除了组织层面上的规范，广场舞
在 “ 他 律 ” 的 同 时 也 离 不 开 “ 自
律”。参与其中的广场舞爱好者也身
体力行，用更文明的方式跳舞健身，
既不妨碍别人的工作和生活，也让自
己跳得有滋有味。

前不久，重庆江北观音桥的“广
场舞阿姨”戴着耳麦跳舞的新闻一时
间成为热点。在安静的视频画面中，
大家静静起舞，动作优雅、神情陶
醉，锻炼了身体也不扰民，引得网友
纷纷点赞。笔者了解到，这样“无声

起舞”的习惯已经保持了将近 4 年，
为了不影响周边上班族，大家便一起
购置了设备。很多人都说，阿姨们带
着耳麦认真跳舞的样子太可爱了。

类似这样文明跳舞的“耳麦广场
舞团”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对广场
舞的抱怨声少了，公众理解和支持的
声音越来越多。作为全民健身运动和
广泛普及的群众文化活动，“文明广
场舞”渐渐形成热潮。

对于任何一项拥有强大群众基础
的健身活动来说，制度和规范都不可
或缺。从国家层面到基层广场舞协
会，再到每一位参与者，多方合力才
能创设出积极健康的休闲娱乐环境，
才能让每一位广场舞爱好者舞出自己
的精彩人生。

“救命神器”，普及要下大力气
本报记者 刘 峣

前段时间，一则“暖闻”引发了热议——一名男子在北京市东单体育馆突然倒地，
恰好在此运动的6名医生联手展开抢救，将患者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在这期间，一个细节被很多人关注：急救过程中，医生使用了体育馆内安装的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设备，该男子接受4次除颤后恢复了自主心率，随后被急救人员转
移到了医院急诊。

被誉为“救命神器”的AED，近年来多次出现在猝死事件的报道当中。AED是一
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能够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通过电击除颤，抢救心源性猝
死患者。

作为非医务专业人员也可使用的急救设备，AED在生死攸关之际屡显神威，其作用
与价值得到了更多重视。然而，在城市的公共场所，AED的“数量”和“能量”还远远
不够。

▲ 志愿者在陕西西安市政务服务中心检查自动体外除颤仪。
张博文摄 （新华社发）

广场舞：越规范 越精彩
孙亚慧

广场舞：越规范 越精彩
孙亚慧

“救命神器”
这样用

七彩
絮语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漾西集镇村民在旧粮仓改建的文体中心前
排练广场舞。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4月14日，江山美途·2019国家森林城市马拉松系列赛——宜宾蜀南竹
海站在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举行，比赛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5.2公
里迷你马拉松。

图为参赛选手在5公里迷你马拉松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一老一小”一起跑

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开幕

本报电（立风） 2019 年全国群
众登山健身大会开幕式暨天府绿道
登山徒步活动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当日的活动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
2000余人参加，设置男、女5公里和8
公里项目，在出发广场及沿线分别设

成都特色美食补给、非遗文化展示、成
都文创产业展示、成都旅游咨询等。

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成
都市体育局、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主
办，龙泉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山泉镇人民政府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