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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急救纳入员工考核且一票否决
4层办公楼每层装配一台三万多元的心脏急救专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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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让员工“ 有心有力”
中国每年心脏性猝死人数约五

十四点四万人，居全球之首。急性心
梗、溺水、烧烫伤⋯⋯这些意外事
故，第一时间发现及参加抢救的并
不是医生，而是家人和大众。可遗憾
的是，家人、同事作为第一目击者往
往只会拨打120急救电话，而不是采
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致病人死于
家中或赴医院途中。

5月23日中午，上海地铁站内一
位60多岁的老伯，因为缺氧突然昏
厥倒地。围观人群中，一位法国小伙
果断上前为老人急救。“ 我不太明
白，事发时，旁边有数人围观，但为
什么都不敢在第一时间上前帮忙
呢？”事后法国小伙大山的一句话让
众人叫屈不已，“ 不是我不想去帮
忙，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许是不希望再有更多“ 有心
无力”的情况出现，或许是受白领办
公室猝死事件频发的影响，昨天，记
者在位于港汇广场45层的上海中智
公司看到，一个大小与家庭送奶箱
相差无几的黄色醒目箱体就安装在
办公区域的墙上。走近一看，是一个
名为“ AED体外自动除颤仪”的专
用急救设备。

“ 别看这台仪器小，但对突发心
血管病的人来说，绝对是救命的仙
丹。”一位已经接受过急救培训的白

领，将一台AED从箱子中取出，向记
者简单演示了这台急救设备的用
法，“ 只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其实操
作并不难，完全可以根据语音指示
来做。”

“ 急救知识培训，看起来离大家
生活很远，但是当意外伤害发生时，
却能对自己和亲属带来巨大帮助。”
据悉，目前中智已经将急救培训纳入
了员工全年培训计划，将分批对员工
进行培训，而此项培训也将与员工的
年度考核挂钩，实行一票否决。

急救培训需“ 人机结合”
“ 80%以上心脏性猝死都发生

在医院之外，呼吸循环停止后，每耽
搁一分钟，抢救成功的把握就下降
10%。”昨天，记者有幸参与了中智公
司组织的第三轮医疗急救培训。作为
此次培训的导师，有着多年从医经
验，目前在专业医疗机构任职的李东
培告诉记者，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心
脏除颤，这些专业急救名词对于很多
白领来说并不陌生，但真的上手操作
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 注意手的姿势，将左手掌根部
紧贴右手食指旁，再将右手掌压在
左手背上，并且左手手指要跷起不
接触胸壁，手臂必须伸直、垂直用力
才对。”培训现场，李东培对员工进
行心肺复苏术的现场指导，“ 由于心
脏在人体左侧，因此一般选择在病

患的右侧进行按压，按压时身体挺
直，主要依靠腰部力量，千万不能用
蛮力。”虽说按压的要领就这么“ 简
单”，但到了具体“ 实战”却是“ 隐
患重重”，不止一位白领被指“ 把病
人的肋骨摁断了”。�听到老师这
话，不少员工都倒吸了口凉气，“ 要
命了，这弄不好就是害人，而不是救
人了”。

“ 力度太轻了”“ 嘟嘟嘟，速度
不够”⋯⋯徒手做心肺复苏，对于普
通白领来说，如何掌握力度与频率
确实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借助
AED的语言提示功能就有事半功倍
的效果。“ 根据系统提示，把除颤仪
的电极贴在患者身上，仪器会自动
判别患者的身体状况，决定是否需
要进行除颤或继续人工按压。”作为
培训课程的一个重要项目，AED的
使用也是白领必须掌握的。“ 现在公
司在每个区域都配备了这样一台3
万多元的专业设备，如果大家都不
会用，那就太浪费了。”

据悉，目前在上海，院前急救心
脏骤停病人之后又能康复出院的成
功率不到1%，一旦有人遭遇突发疾
病或者意外心脏骤停时，救助者若
能现场提供正确的胸外按压救治或
者使用AED(心肺复苏除颤仪)，其存
活率可大大提高。但是，如果10分钟
后仍未获得急救，病人生存的可能
性将微乎其微。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朱莹 在
职场这个别样江湖里，职场人士或多
或少都会遇到不尽如人意的事，上司
的责难、升职加薪总是遥遥无期、同
事间的勾心斗角⋯⋯这一切难免让
人觉得不快乐。于是，一段舒缓的音
乐，一本文笔优美的书，一次寻找自
我的旅行⋯⋯都成为自我疗伤的办
法，而这些方法都被称为“ 治愈系”。

“ 最近我迷上了一部动画片，情
节很简单，但是很萌。”在一家知名
会计事务所工作的Jane说道，为了缓
解工作压力，她曾尝试过很多方式，
最后还是选择沉溺于“ 卖萌片”中，
最近她在追一部名为《 白熊咖啡厅》
的动画片，每集只有二十分钟，人物
设定简单，更谈不上曲折的情节，但
却凭借“ 卖萌” 吸引了无数白领青
年，让大家在身心俱疲后仍然愿意守
候在电脑前观看。

从事视频编辑工作的Aria则说，
“ 一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平时还要补

习大把业务知识，追看各种主流或非主
流的动漫新作，以跟上最新资讯。若是
学生时代一定以为掉进了天堂，真入了
行才发现那只会滋生困倦，越看越厌。
工作的压力、生活的无奈，唯有治愈系

动漫才能让我的目光柔和下来。”
在Aria来看，治愈系动漫的叙事

节奏应该像缓缓的湖水，情节不能跌
宕起伏，因为那些需要治愈的心灵都
太脆弱，经不起太大的心绪波动，其
中可以有些小插曲，但结局必须波澜
不惊，让观众的心可以轻轻放下。并
且故事中的背景往往宁静而优美，充
满诗情画意。

比如《 水星领航员》里借用的是
一幅类似威尼斯水城的画卷，女主角
每天划着小船上班，身边经过的都是
些南欧风格的古典建筑，偶尔与同行
的船擦肩而过，笑盈盈地打声招呼，
生活就这样在船桨下静静流淌⋯⋯

再比如《 虫师》里深沉的银古，
独自旅行行医，一路上看到的是如水
墨画般的风轻云淡，一例例疑难杂症
都在他不慌不忙的妙手回春后，带出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小故事，看完好像
心灵都被净化了一遍。

在记者的采访中了解到，上班族
选择“ 治愈系”是一个积极现象，可
以理解成上班族面对压力、寻找精神
文化食粮的一种自发性行为。像音
乐、电影等，本身就可以在欣赏过程
中实现心灵的疗养。

发生意外时，许多市民都习惯拨
打120，可你知道正确拨打120的方法
吗？急救导师提醒相关注意事项：

1、有固定电话的情况下，优先选
择固定电话求救。因为用手机拨打
120是接到市120急救中心，而用固定
电话则接入就近区域的急救中心，相
应就可能缩短120的到达时间。

2、要冷静，并以清晰、准确的语
言回答接线人员的问题。优先回答
患者的地址，最好有明确标志的建
筑物如酒店、商场、大公司、工厂、城
市雕塑等，并询问救护车到达的大
概时间，找人接应救护车。

3、说明患者目前的情况，如胸
痛、出血、抽搐、流产、生小孩等。避

免用“ 不行了”“ 人昏过去了”之类
模糊说法，让120尽可能配备齐全的
救治设备。

4、请不要设置“ 您拨打的电话
已停机”、“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
区”等类似的彩铃。这种“ 玩笑彩
铃”影响到应急联络，会给您的家人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急救导师教你正确拨打120电话

上班族选择
“ 治愈系”化解压力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日前，由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正略钧策管理
咨询联合主办的“ 2012中国人力资
源发展与管理论坛”上披露了《 2012
中国薪酬白皮书》。

调查显示，去年各行业离职率居
高不下，制造业、综合服务业和工程建
设行业成为离职率增长最快的行业。受
调控政策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今年房
地产企业可能会跌出薪酬增幅前三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80后、90后的职场
新生代群体整体离职率偏高，达到30%
以上，高出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据介绍，此次白皮书的调研是去
年11月至今年3月期间面向制造业、
高科技、房地产、金融等11个行业展

开的。其中，制造业在2011年的平均
离职率达到35.6%，综合服务业和工
程建设行业分别为34.8%和30.2%，同
比都出现了较大增长。

此份报告宏观揭示了2012年的职
场规律，其中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延
伸至了就业领域，表现明显。而80后、
90后离职率偏高的问题，充分说明就
业者期望与实际情况存在普遍差距。

对此，中华英才网的专家表示，
“ 90后初入职场现象种种” 例如“ 闪

跳”、“ 毕业生就业意识低”等等，究其
原因既有90后自身因素，但也有更深层
次的背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背景下成
长的80后、90后往往将网络招聘作为求
职首选，海投海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 2012 年中国薪酬白皮书》发布

80后、90后离职率超 30%

“ 你这个按压姿势不对，起不到效果反而把
病患肋骨摁断了”“ 做人工呼吸时，要注意观察
伤者的胸部起伏”⋯⋯昨天，一场医疗急救培训
在位于徐家汇的中智公司展开。“ 既然把急救项
目纳入员工培训计划，就不希望是走过场的。”据
悉，此次培训项目作为年度考核的一项指标，要
求人人参与，人人过关，公司不仅每半年会安排
复训，更在每个办公区域都配备了专业的急救设
备，以备不时之需。

本报记者 顾卓敏

员工示范如何使用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本版摄影 记者 贺佳颖

每个楼层配有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走在回家
的路上，看着满天晚星，想着自己已
经一年多没有看过黄昏是什么样子
了。黄昏虽然美，但是美不过这充满
斗志的午夜星光。”这不是一段伤春
悲秋的抒怀，而是网友“ 和菜头”杜
撰的文艺青年职场“ 马屁”秘笈，最
近在职场白领中广为流传。

在这篇名为《 马屁微博教程》的
微博中，博主列举了“ 李阳抽风法”、

“ 第三人称法”、“ 草船借箭法”等十
种方法，指明上班族如何利用微博向
老板“ 溜须拍马”。

微 博 发 出 后 立 即 引 起 广 发 转
发，不少网友加以效仿，列举亲历亲
闻的“ 马屁微博”。一时间，“ 马屁微
博”走红职场，线下逢迎太过直露，

微博拍马更显含蓄，也成为职场人
士的共识。

“ 我们单位有个销售代表，自从
在微博上和老板互粉之后，每到公务
场合都要签到，有时候还要@ 老板，
暗示他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在
沪上一家国企工作的王小姐坦言，看
见微博“ 邀宠”的行为，不少同事私
下里都有微词。

但专家也提醒，虽然人都爱听好
话，但“ 马屁微博”的效果有限，需注
意适可而止。首先，将言行暴露在众
所共见的互联网上，很容易让职场复
杂的人际关系濒临爆点，而一些老板
也会认为员工整日上网、只顾务虚，
对实际工作并不上心。“ 员工还是应
该多做实事，少走歪路。”|

线下恐露“ 马脚” 线上争相“ 马屁”
专家表示员工还是多做实事少走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