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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世纪公园足球场

进球后庆祝 男子晕倒不省人事

人工加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轮番施救，20 分钟“抢回”五旬大叔一命
2 月 21 日下午，
海口市世纪公园足球
场，海南指南针队的
球员们正在进行一场
队内比赛，一名球员
进球后兴奋庆祝时，
突然晕倒昏迷、口吐
白沫，生命垂危。幸
好队员们紧急施救，
有的做心肺复苏，有
的到附近取 AED 自
动体外除颤仪，经过
20 分钟的抢救成功
挽回一命。
新海南客户端、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记者王洪旭 实习生
陈逸航
刘先生晕倒后，队友吕强、罗勤等对他紧急实施心肺复苏。
（图片由 范香锐 提供）

五旬大叔进球兴奋
突然晕倒心脏骤停
2 月 21 日下午 3 点，海南指南针队和
往常一样，周末踢一场业余比赛，以球会
友，锻炼身体。该队球员年龄偏大，大多
在 40 岁以上。比赛从当天下午 3 点开始，
大概半个小时后，52 岁的球员刘先生接到
队友妙传后，射进一球，很久没进过球的
刘先生非常兴奋地庆祝。
“快来!有人倒地了……”不一会儿，
队友吕强正走向球场中圈时，听到后面有
人在喊，转身一看已有队友围了上去。吕
强跑过去，发现躺在球场上的刘先生已经
失去意识，瞳孔放大、面色苍白、嘴唇发黑、
口吐白沫、心脏骤停，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懂得心肺复苏急救的吕强，毫
不犹豫立刻上前，跪在草地上为刘先生进
行心脏按压，另一位队友罗勤则做人工呼
吸，配合心脏按压一起进行施救；还有人
去附近找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有人
拨打 120 求助。
“我知道刘先生已经昏迷了，必须要
做心肺复苏了，我马上开始心脏按压，队
友罗勤实施人工呼吸。”吕强是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海口学校的体育教师，学校统一
安排体育老师于去年 9 月参加了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安全屋的心肺复苏和 AED 使
用培训，获得了急救普及培训合格证，他掌
握的急救技能正好派上了用场。

队友一边紧急施救
一边找来体外除颤仪
吕强说，对于心脏骤停患者，除了心
肺复苏，还需要 AED 除颤，这样抢救成
功率更高，因此它也被称为“救命神
器”。为此，吕强告诉队友赶紧找附近的
AED。
时间就是生命，全体队员都行动了起
来。海南指南针队队长范香锐说，他当时
和足球场管理员联系，询问了解 AED 存
放位置，当时管理员告知大概在距离球场

500 米外的位置，他立即和另外 4 名队友
开车赶过去。
范香锐说，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AED 急
救箱。在用手机扫码无法开锁的情况下，
他 们 果 断 决 定 打 碎 玻 璃 柜 门 取 出 AED。
随后，他们快速拿着 AED 跳上等候在路边
的队友驾驶的车，驶回球场。另外有 2 名队
友在球场门口等待，没等车子停稳，便从队
友手中接过 AED，
冲向场地中。
随后，吕强打开 AED，对已经没有
呼吸的刘先生进行了除颤。按照 AED 语
音操作提示，队友们持续对刘先生进行心
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当时，有队友拨打了 120 求助，并开
车到世纪大桥桥头等待救护车到来。范香
锐说：“我们踢球的是块新场地，有人引
导救护车能更快到达现场。”

人工加仪器轮番配合
20 分钟“抢回”一命
“整个急救过程大概 20 分钟，在救护
车到达时，刘先生已恢复了心跳和呼
吸。”吕强说，这次救助中，AED 起到了
作用，队友们齐心协力成功将刘先生从鬼
门关“抢回”一命；但在急救期间，也有
一些小插曲。
吕强说，当时刘先生瞳孔已经放大
了，需要持续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但旁边
的一些其它队的围观球员说，昏迷者已经
很难受了，越按他越难受，让他们不要按
了。对此，吕强说，对于这些不懂急救技
能的人，他们没有理睬，顶着压力继续施
救，直到刘先生渐渐地恢复心跳和自主呼
吸，放大的瞳孔开始收缩。
2 月 21 日下午 3 点 50 分，120 救护车
到达球场，医生现场为刘先生输氧，队员
们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刘先生抬上担架，送
到救护车上。队友黄胜随车，在去医院的
路上，黄胜发来短信：刘先生清醒过来，
彻底恢复了意识。
“画面里，找到了失去的记忆！感谢兄
弟们的救命之恩！”获救之后，刘先生在球
队 微 信 群 发 信 息 ，感 谢 队 友 们 的 救 命 之

恩。目前，刘先生还在医院作进一步治疗。
“对于心脏骤停患者来说，时间就是
生命，需要抓住急救的‘黄金 4 分钟’。”
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副主任付杰表示，掌
握科学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很重要，能够提
高自我急救和社会互救能力。

海口已投放 430 余台 AED
公众急救技能需大力普及
在我国，每年约有 150～200 万人发
生心源性猝死，全国平均每分钟至少猝死
3 人。心源性猝死病人早期 85%～90%是
室颤引发的，治疗室颤最有效的方法是早
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除颤。除颤每推
迟 1 分钟，存活率降低 7%～10%。
据付杰介绍，近年来，海口市政府不
断提升城市急救能力，在全市机场、港
口、汽车站、景区、游客中心、运动场
馆、大型商业广场、购物中心、各大中小
学、社区居委会等公共场所投放 230 多台
AED；另外，海南省教育厅在学校投放了
76 台 AED；目前海口龙华区政府已在辖
区内的公共场所投放了 126 台 AED，另外
还有一些企业自己采购了 AED,截至目前
海口在公共场所投放的 AED 超过 430 台。
“有了设备，需要进行培训和懂得使
用。”付杰表示，公众的急救知识和急救
技能仍需继续培训和普及，才能更好地将
这些 AED 利用起来，万一身边人出现突
发疾病时，可以及时施救和运用。
对于市民反映扫码取不出、砸坏玻璃
柜门取 AED 一事，付杰表示，柜门是电
子锁控制，时间久了可能会不灵敏，紧急
时刻可砸玻璃柜门取出 AED，设置之初
就有考虑到紧急情况，后期维护好就行。
经了解，近年来，海口市通过开展系
列急救培训、设立 AED 急救设备并启用
线上查找 AED 等多项举措，通过线上线
下急救联动，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群众的急
救能力，全民急救知识普及率从过去不到
1%提升至 6%，推动了海口市社会急救医
疗体系建设，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共卫
生防控救治体系建设。

延伸阅读

1

AED 是什么？
自动体外除颤仪，
简写 AED，是一种能自
动识别室颤心律，并可
以进行除颤的仪器。
AED 操作简单、便于携
带，可供经过培训的非
专业医护人员使用。

2

在海口如何快速
找到 AED?
付杰介绍，在海口
有两种方式可以查找到
附近的 AED。
第一种：打开微信
→支付→城市服务→急
救服务→AED 导航
第二种：打开微信
→搜索“海口 120”→关
注公众号→微网站→
AED 网点

3

如何使用 AED?
所 有 的 AED 都 会
有明显的操作步骤标
识，打开电源后会有文
字显示或语音提示，市
民按照机器的提示操作
即可。总体来说：
“一开
二贴三放电”
，就可以掌
握 AED 的使用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