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31 日， 韩国首尔，
不少民众自发前往梨

泰院踩踏事件现场附近的街道
吊唁遇难者。 两天前，这里曾有
超过 10 万人参加聚会， 庆祝即
将到来的万圣节。 当时，聚会地
点附近某酒店旁狭窄下行的胡
同内人山人海，由于前方跌倒而
后方人士不知情地跟进，导致严
重的踩踏事故，庆祝狂欢变成了
呼喊求救。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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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警方统计， 截至 10
月 31 日上午 6 时， 梨泰院踩踏
事故已造成 154 人死亡、33 人重
伤、116 人轻伤。由于踩踏导致的
伤亡事件不是个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外滩迎接游客跨
年活动中，黄浦江观景平台人行
通道阶梯处底部突然有人失衡
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
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造成 36
人死亡、49 人受伤。

公共安全悲剧为何会发生？
群体性活动安全措施如何保障？
踩踏发生后如何自救？

有专业人士表示，与自然灾
害不同，踩踏事件具有一定可预

见性，主办方的事前预案、人员
维护、救援装备准备得当，完全
可以降低踩踏事件的发生。

踩踏事件具有可预见性

深圳公益救援队原秘书长、
现任理事杨传奇对《公益时报》
记者表示， 与自然灾害不同，踩
踏事件作为突发事件，人为影响
因素较大，具有一定可预见性。 ”
你可能不知道哪天会发生地震，
但圣诞节以及大型游园活动可
以先行制定详细预案，对人群疏
导和控制有一定把控。 ”

杨传奇表示，参加集体活动
时预防踩踏事件十分重要。“对
个人来说， 首先要时刻保持冷
静，提高警惕，尽量不要受周围
环境影响。 相关负责人要事前熟
悉所管辖范围内所有的安全出
口，同时要保障安全出口的畅通
无阻。 其次，当身不由己混入混
乱的人群时， 一定要双脚站稳，
抓住身边的牢固物体。 ”

对于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杨
传奇表示，至少有四点应该引起注
意：“第一，在人群相对集中的活动
中，前方一旦有人摔倒，后方未察
觉并止步， 这极易引起踩踏事故。

第二，因过于激动出现骚乱，易发
生踩踏。第三，人群聚集时，突然听
到爆炸声、枪声，出现惊慌失措的
失控局面，在无组织无目的的逃生
中会发生踩踏。第四，好奇心驱使，
比如专门找人多拥挤处，容易造成
人员集中踩踏。 ”

据了解，目前在一些重大群体
活动中，相关社会组织也会参与其
中并提供相应服务，保障人群安全
和活动正常进行。 比如，香港跨年
夜是每年全港大型的群体活动，活
动中会有民众安全队维护现场秩
序， 他们会采用分批限流等手段，
降低因人流拥挤造成踩踏事故的
风险。 此外，在演唱会、马拉松、跨
年活动中，都能见到一些社会组织
或志愿服务队伍的身影。

杨传奇认为，上述踩踏事件
的发生都是由于活动主办方预
防方案及应对策略不充分而导
致，“一些重点区域的安全事故
都是可以提前预估或可通过限
流避免的。 社会组织在参与时，
可提前与相关活动组委会沟通，
并制定预案。 ”

遇到踩踏应该怎么办

资料显示，当遇到踩踏事件

时，“人体麦克呼喊法”是一种可
行的避险方法。 人体麦克呼喊
法，即当身陷人潮汹涌、进退不
得的人群中时，为避免发生踩踏
事故，可以联合前后左右的人一
起有节奏地呼喊“后退”，以达成
自救。

杨传奇谈道，当意识到踩踏
危险来临或已经发生时，应迅速
与身边的人进行简单沟通，让他
们也意识到有发生踩踏的危险
并迅速与你协同， 采用人体麦
克风法进行自救。“大家一起有
节奏地反复呼喊， 在核心圈形
成稳定的呼喊节奏， 直到最后
让站在更加外围的人也加入呼
喊， 将呼喊声传递到拥挤人群
的最外围。 如果已经发生踩踏
事件，这种方法可以较好地缓解
踩踏情形，短时间内就能让拥挤
情况得到缓解。 ”

但他也坦言， 若已经身处
透露着危险信号的人群中，网
传的方法在理论上虽是可取
的， 但因为踩踏事故发生时人
们求生欲望强烈， 很难理智地
配合。“因此，当该方法无法奏
效时，应观察周围环境，找到安
全通道并保持镇定听从指挥人
员指挥。 ”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逃生关键

踩踏事故的发生会造成场
面混乱，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顺利
逃生的重要因素，要争取做到遇
事不慌，否则当所有人都争先恐
后往外逃时反而会加剧危险。

有专家表示，踩踏事件中如果
身体能动弹， 第一时间应选择报
警，等待救援。 在医务人员到达现
场前，要抓紧时间用科学的方法开
展自救和互救。 另外，踩踏事故很
可能会造成原发性呼吸或心脏骤
停等症状，正确利用 AED（自动体
外除颤器）开展救援十分必要。 数
天前，北京某高校大一新生在球场
上突发心脏骤停，身边的同学立刻
开展急救，并通过学校红十字应急
救护一体机中的 AED 进行除颤。
最终该名同学成功获救。

不过，由于踩踏事故情况复
杂且会伴随外伤等其他伤害，现
场复苏成功率很低，预防才是最
重要的。 杨传奇表示，“一个很现
实的问题是，事故现场有无足够
的 AED 能够提供救援。 如果在
人员、装备、预案等均充沛的前
提下，社会组织参与这项工作还
是会产生较好的效果的。 ”

科普：当踩踏事件发生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11 月 4 日至 5 日，2022 第四
届中国医师公益大会在北京举
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陈竺，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何维，中
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第十六届中
央专职副主席杨震，中国医师公
益大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
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中国初级
卫生保健基金会理事长曹锡荣，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
根、副会长周冰，中国初级卫生
保健基金会理事赵荣国，北京生
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胡
宁宁，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柳莺等嘉宾出席启动仪式。

据了解，2022 第四届中国医
师公益大会由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央指导，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
金会、 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北
京生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共同
开展，健康中国患者援助联合行
动同盟组织协办。 活动倡导敢为
人先、 精诚为民的担当精神，联
合社会各界携手推进公益项目，
凝聚公益医师、爱心企业、公益
项目，用实际行动守护传承公益
精神，为中国健康事业的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陈竺在开场寄语中指出 ，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 国家强

盛的重要标志。 希望中国医师
公益大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弘扬
医者精神，投身公益事业，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
智慧和力量。

陈存根在致辞中表示，公益
慈善本是仁爱思想与善举行动
的和谐统一，彰显和谐互助的人
文精神，是社会文明进步和现代
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医师的公益
慈善更体现了当代医者的时代
担当和济世大爱。

曹锡荣表示，中国医师公益
大会的创办无疑是秉承基金会
宗旨的实践延伸，也是适应现代
化发展、符合“健康中国战略”的
需要，更是一件顺应民心民意的
善事。

钟南山向中国医师公益大
会致来贺信， 他在信中表示，希
望可以与各界爱心人士、爱心企
业继续携手共进， 发挥各自优
势，共同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再上
新台阶。

大会期间， 由周冰主持，强
生中国个人健康护理对外事务、
市场准入及业务发展团队负责
人李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
云顶新耀 CEO 罗永庆、 贝达药
业资深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万
江等，共同进行了主题为“未来

医疗模式与全民健康管理”的圆
桌讨论。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建成
“健康管理” 为中心的医疗健康
体系、推动医疗公益事业让优质
医疗资源惠及更多居民、 实现
“人人享有健康” 的目标进行了
深入交流。

在“医者之声专家提案”环
节，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眼科科
学院院士王宁利，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副主任药师赵宁分别作“立
足常见轻微疾病管理，推动家庭
自我保健， 助力建设健康中国”
和“建立基于儿童青少年近视信
息平台的用眼行为干预体系”的
提案发言。

当天，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
金会检验医学研究与转化专业

委员会正式成立，“专委会优秀
项目案例”正式启动。

此外，作为本届大会最重要
的环节之一，由大会主席钟南山
领誓，徐英春、王宁利与众医师
进行“大医精诚”宣誓，共同秉承
“大医精诚之心” 积极践行医疗
公益事业，“医”心向党、踔厉奋
进，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公益慈善服务。

柳莺在致辞中表示，这次大
会的举办，不仅仅是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更是扎实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
重要一步。 作为患者援助联盟的
创始成员单位，基金会将继续用
实际行动助力公益事业发展，为
健康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作为本届中国医师公益大
会启动仪式暨最美守护慈善晚
宴的重要环节之一，由中国初级
卫生保健基金会和北京康盟慈
善基金会发起，《公益时报》社和
北京生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联
合开展，医药筹平台战略支持的
2022 寻找“医疗公益之星”活动
涌现出一大批积极践行医疗公
益事业、守护人民健康的医疗领
域企业、公益科普医师、医疗公
益项目优秀案例。 大会现场发布
了《2022 中国医疗公益年度观察
报告》，并对《医疗领域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案例》《最美公益医师》
《“医者先行” 优秀公益科普医
师》《医疗公益项目优秀案例》等
名单进行公布。

记者了解到， 在各分会场
活动中， 中国医师公益大会将
进一步诠释医者担当， 坚定守
护和弘扬医师精神， 不断在多
领域、多层次、多学科探索实践
医疗公益事业， 凝心聚力共筑
健康公益长城。

2022 第四届中国医师公益
大会主办方表示，将继续积极践
行、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坚定
守护和弘扬医师精神，凝聚社会
各界力量，共同促进医师公益事
业蓬勃发展，用行动助力中国健
康事业的建设，为健康中国战略
贡献自己的力量。

医者担当，聚力共筑

2022第四届中国医师公益大会在京举办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