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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用在急救
场景下一点也不夸张。AED（自动体外
除颤器）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
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
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用于抢救心
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

“了解AED哪里有、谁能用的问题”
“推动普及心肺复苏和AED使用规范”
“全民学习心肺复苏技术”“让自动体外
除颤器能像灭火器一样得到重视和广
泛配置使用”……虽任重道远，但对生
命的呵护与投入都是值得的。近日，记
者从三亚市卫健委获悉，三亚 450 台
AED已在公共场所安装完毕。

450 台“救心神器”遍布
公共场所

“急救设备，非紧急情况请勿使

用。”“扫一扫，查找附近AED。”12月 21
日，记者在市委党校见到已经安装完毕
的 AED 设备。上面标识使用步骤:报
警并拿取AED；打开前盖自动开机；按
照AED知识粘贴电极片；如有指示，按
下电击按键。据介绍，由于心脏骤停
患者需在“黄金四分钟”内完成电击除
颤，才能保证提高救治存活率。为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现场救护者在心肺
复 苏 的 同 时 ，快 速 进 行“ 电 除 颤 ”。
AED 是一种便携式、易操作、稍加培
训就能使用的急救设备，其最大特点
是无须使用者具备高水平判读心电图
能力，只要根据录音指示，接通电源，
按动放电按钮，即可完成心电图自动
分析、除颤，因此被普遍誉为“救心神
器”。

据 了 解 ，公 共 除 颤 计 划 项 目 是
2021 年三亚市十大为民办实事项目之
一，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实施。通过

在机场、车站、景区、酒店、商场、医
院、学校、机关等公共场所布点安装
AED，建成布局合理、硬件配置完善的
公共除颤院前急救网络，建立一支与
城乡社会和经济运行保障相适应，以
社会力量为主的公共除颤急救队伍，
形成互联网+心肺复苏急救培训服务
体系，快速对心脏骤停患者进行及时
有效救治，提高生存率。

市卫健委除了启动应急救护培训
计划外，在一些人员较为集中和密集
的公共场所投放 450 台 AED，使其在
关键时候提高公众应急救援能力。

通过微信搜索“AED 设
备导航”小程序寻找

当 遇 到 紧 急 情 况 需 要 寻 找 AED
时，市民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AED

设备导航”，就会显示已安装地的AED
设备信息，点击进入小程序，根据手机
定位自动显示附近AED设备位置并可
开启导航。

在使用临床 AED 之前，急救人员
首先完成使用AED训练机等相应的课
程培训，以便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冷静
地应对。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在遇到急
救情况时，熟知如何评估病人的状况，
如意识丧失、呼吸停止、心跳停滞等，

并能精通 CPR（心肺复苏）操作程序和

相关的医学程序。
在后期管理中，市卫健委将建立

AED 的运行管理、维护机制，及时解
决存在的问题，确保设备长期稳定良
好运行。同时，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和企业踊跃参与，加入公共除颤计
划的宣传和培训当中来，为应急救护
事业贡献爱心。

公共场所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提高市民应
急救援能力——

三亚450台“救心神器”
AED已“救”位

本报记者 卢智子

悬 挂 在 三 亚 市 委 党 校 学 员 楼 的 AED 设
备。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只要“听它说，跟它做”，按照 AED 的语音提示和屏幕显示来操作：
●第一步“开”：AED 放患者左侧。按下电源开关或掀开显示器盖子，仪器会发出

语音指导操作。
●第二步“贴”：电极片粘贴在患者胸部，一个放右上胸壁(锁骨下方)，一个放在左

乳头外侧，上缘距腋窝 7cm 左右。若患者出汗较多，应事先用毛巾擦干皮肤；若患者胸
毛较多，可用力压紧电极，若无效，应剔除胸毛后再粘贴。

●第三步“插”：将电极片插头插入 AED 主机插孔，开始分析心律，需 5-15 秒。急救人
员和旁观者应确保不与患者接触，避免影响仪器分析心律。

●第四步“电”：如果建议除颤，确保无人接触患者，按下电极键。一次除颤后，应立刻继续
心肺复苏（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反复至急救人员到来。如果分析不用除颤，则继续心肺复苏。

近日，记者从三亚交警处
获悉，如果交通事故中出现
人员伤亡无钱救治或无力承
担相关费用，“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的社会专项
基金将在第一时间启动。

有关事故案例解析

11 月 16 日，当事人吴某
某驾驶农用拖拉机与董某某
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在天涯区
某路段发生碰撞，导致董某
某受伤。

事故发生后，董某某被立
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
伤者情况较严重，家庭情况
困难，无法支付相关医疗费
用。

得知情况后，民警第一时
间告知伤者家属有关海南省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的政策，并开具《救助基金垫
付通知书》，指引伤者家属对
接三亚网点专员进行申请办
理救助基金。

通过专员及时与受害人
家属、医院沟通，协助伤者家
属收集相关材料申请救助基
金。很快，5 万余元的救助基
金垫付款支付到抢救医院，
有效缓解受害人家属医疗费
用的压力，受害人得到了及
时的救治。

救助基金有关政策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是政府依法筹集用于垫
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
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
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
专项基金。

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
事故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
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

用，应有下列情形之一：1.抢
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强险责
任限额；2.肇事机动车未参加
交 强 险 ；3. 机 动 车 肇 事 后 逃
逸。

申请抢救费主体包括受
害人、受害人近亲属、参与抢
救费的医疗机构；申请丧葬
费主体为受害人亲属或殡葬
机构。

据了解，救助基金是为了
确保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及
时获得医疗救助或及时安葬
而 设 立 的 一 种 紧 急 垫 付 资
金，垫付的抢救费或者丧葬
费都应当由事故责任人及机
动车所有人承担，故救助基
金仅为垫付性质，而非无偿
帮助。

根据《海南省实施<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
试 行 办 法 > 细 则》第 四 条 规
定，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
总队为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负责办理救助基金的筹集、
使用和管理具体事宜。市、
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
责通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
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
抢救费用，协助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追偿垫付款。市、县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协
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向涉及
农业机械的道路交通事故责
任人追偿垫付款。

在追偿通知书规定的还
款期限到期后，无正当理由
拒不还款的，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将通过诉讼等方式向赔
偿义务人进行追偿，由此产生
的相关费用将一并向赔偿义务
人主张。判决生效后，仍不还
款的，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现阶段确实经济困难无力
偿还怎么办？与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签订分期偿还协议书，根

据自身还款能力，制定分期偿
还计划，按时偿还。如低保
户、残疾人等可以提供证明材
料，由律师事务所核查后，上
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一案一
审，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本报讯（记 者 赵 庆 山）日
前，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
获悉，12月 21日起，海南环岛高
铁同步推出“计次票”和“定期
票”两种灵活便捷、经济实惠的
新型票制产品。

据悉，计次票是指有效期
内，持有者可乘坐限定次数的指
定发车、到达站间规定列车的车
票。定期票是指有效期内，持有
者乘坐有限次数、指定到达、发
车站及席别的列车车票。

购买海南环岛高铁 20 次计
次票后,旅客可于 90 天内乘坐
20 次，海口、海口东、美兰、文
昌、琼海、博鳌、万宁、神州、陵
水、亚龙湾、三亚、凤凰机场、崖
州、乐东、黄流、尖峰、金月湾、东
方、棋子湾、白马井、银滩、临高
南、福山镇、老城镇固定组合车
站间的指定往返列车。

购买海南环岛高铁 30 日定

期票后，旅客可在 30天内，最多
可乘坐 60 次海口、海口东、美
兰、文昌、琼海、博鳌、万宁、神
州、陵水、亚龙湾、三亚、凤凰机
场、崖州、乐东、黄流、尖峰、金月
湾、东方、棋子湾、白马井、银滩、
临高南、福山镇、老城镇，固定组
合车站间的指定往返列车。

同时，“计次票”和“定期票”
均可选一等座、二等座席位两种

“套餐”进行购买，均在原有票价
上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值得提醒的是，海南环岛高铁
30日定期票最多可预约 10张待
使用车票（席位）。海南环岛高铁
20次计次票最多可预约4张待使
用车票（席位）。行程变更时，应
于开车前取消预约，不收取费用,
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开
车前48小时内预约取消次数累计
达到5次的，可预约的待使用车票
（席位）数量调整为1个。

昨起

海南环岛高铁推出计次票和定期票

交通事故受伤没钱救治怎么办？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来帮忙
本报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海哲

一、申请提供的材料：

1、救助基金申请通知书（交管部门填写）；
2、事故认定书或案情说明；
3、交强险垫付通知书（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时需提供）；
4、肇事方（肇事司机和肇事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驾驶证、行驶

证、交强险、商业险保单信息等的复印件；
5、送达地址确认书（肇事方填写）。

二、申请人材料：

1、受害人及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2、垫付申请书（由道路救助基金提供申请人填写）；

3、申请人与受害人关系证明（申请人和受害人为直系亲属的无

须提供关系证明；申请人非受害人近亲属的，可以提交受害人或受害

人直系亲属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受害方无法出具授权委托书的，申请

人提交关系声明书即可）；

4、授权委托书（受害者或其近亲属委托其他人进行申请的，需有

受害者或其近亲属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申请人为医疗机构的，需有医

疗机构授权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5、送达地址确认书（由道路救助基金提供申请人填写）；

6、医疗机构相关材料（由申请人根据材料清单提供）。

如何申请救助基金？

本报讯（记者 黄珍）12月 19
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工商管理
学科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
围绕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省级重
点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在学
科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以及
学科建设如何服务国家战略和
海南自贸港建设等主题进行交
流发言。

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
席王惠平表示，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工商管理学科，要发挥学校办
学特色，与海洋结合，与旅游结
合，构建特色优势学科体系；学
科建设要与时代同步，助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开放之路，
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深入
开展合作交流。同时，海南省社
科联、社科院会一如既往在智库
建设、课题立项、基地建设、职称
评定等方面给予学校支持与服

务。
此次研讨会还邀请了南开大

学商学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
组成员白长虹，海南大学副校长
傅国华，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
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国务院学科
评议组成员汪旭辉等，围绕主题
进行线上线下进行分享交流。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校长廖
民生表示，下一步，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工商管理学科将聚焦海
洋旅游资源开发与海岛旅游管
理研究、海洋物流管理与供应链
产业链研究、国际财务与司法会
计、环境会计研究、国际市场营
销研究等重点领域和方向。

据悉，今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洋共有4个学科被省教育厅、省
财政厅批准成为重点支持的省级
特色重点学科，分别是海洋科学、
水产学、工商管理、民族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召开工商管理学科学术研讨会

构建特色学科体系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记者 黄珍）寒假即
将来临。根据海南各高校官网
公布的校历，三亚部分高校放假
时间已出炉，放假和报到时间不
尽相同。

在已经公布放寒假时间的高
校中，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放假时
间 1月 22日，开学报到时间 2月

19日；三亚学院放假时间1月 20
日，开学报到时间 2 月 19 日；三
亚理工职业学院放假时间 1 月
15 日，开学报到时间 2月 19 日；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放假时间1月
4 日，开学报到时间 2 月 20 日。
据了解，三亚其他高校放假时间
也将陆续公布。

三亚部分高校
公布寒假放假、开学报到时间

如何使用AED？

还有疑问，如何咨询？

联系人：三亚市救助基金服务网点郑道婷

联系电话：18146727252

投诉电话：12123；0898-68835190

办公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海润路 9 号交通事故处理便民服务中心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12月 21日，冬至。每逢一个
节气，“吃什么”永远是不过时的
话题，冬至更不例外。今年冬
至，身在三亚的你，想念的又是
哪一口吃食？

“成都的朋友们今天应该都
是羊肉汤配豌豆尖吧，好生羡
慕。”来三亚已经快 10年的车车
在冬至这天发了一条朋友圈。
她告诉记者，四川人会吃羊肉汤
过冬至，冬至这一天，她最惦念
的就是家乡那一口羊肉汤。车
车说，今年在三亚过节，她自己
动手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
和朋友一起度过。

吃汤圆流行于江南。“我们
家冬至吃汤圆，寓意团团圆圆。”
市民陈太钦告诉记者，从小自己
家就有冬至吃汤圆的习惯，在外
求学时不能回家过冬至，和爸爸
妈妈一起吃一碗甜甜的汤圆曾
是他最大的念想。

“我们那边老人经常说‘冬
至吃饺子不冻耳朵’，所以我们
每年冬至都会吃饺子。”来自黑
龙江的姚女士已经一年多没回
家，喜欢热闹的她，今年喊上自

己的好朋友一起到家里聚餐，吃
上一顿热乎乎的饺子。

“苏州自古有句俗话，‘冬至
不喝冬酿酒是要冻一夜的’。冬
酿酒是一种加入了桂花以及一
些中药材的低度米酒。虽然我
不是苏州人，但是非常喜欢这种
习俗。”曾经在苏州上大学的小
盛如今回到三亚工作，今年冬至
让他特别感动的是收到了朋友
寄来的冬酿酒。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
们在冬至这天煮起了汤圆和饺
子。“虽然不能回家，但和战友们
热热闹闹一起过也很开心。”家
在海口的曾祥畅说。

除了汤圆、饺子，还有常州
人的胡葱笃豆腐、泰州人的红烧
肉……“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
这些风俗已流传到全国各处，不
再是某地专属。而不管是以南
方人习惯，还是北方人的方式过
节。我认为节日最大的意义是
提醒我们要爱家人、爱家庭；最
好的祝福是身体健康，有人陪
伴。”市民李嘉在朋友圈里写下
这段话。

冬至 三亚“食记”
本报记者 刘盈盈

12 月 21 日晚，姚女士和朋友一起吃饺子。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