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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隆昌义演义卖筹善款

本报讯 （隆红）10 月 17 日，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和市红十字会联合主办
的“情系隆城·爱心义演义卖”活
动在东方广场举行。活动联动了
24家单位、企业、团体，组织26个
义演节目，吸引了数千群众观看，
共募集 12400 余元爱心资金，将
全部用于帮助贫困孩子。

石家庄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石红）10月14日至
1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机关全体人员赴平山县组织开展
模拟灾害现场环境下应急救援演
练活动，演练分为桌面推演和现
场演练两部分。

襄城区急救培训走进消防大队

本报讯 （张文军）10 月 19
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红十字
会联合市红十字人道救援队、润
泽救援队4位师资2名志愿者，为
襄城消防救援大队环城东路消防
救援站 60 名指战员传授心肺复
苏、AED 使用、食道气道异物梗
阻、外伤止血等急救知识和技能。

蒲江县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李成珏）10月21日
至22日，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
十字会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应
急救护志愿服务实践基地举办机
关救护员培训班，来自县机关单
位40余名干部职工、师资志愿者
参加此次培训。

余杭区为“斯巴达勇士”护航

本报讯 （余红）10 月 17 日，
2020 斯巴达勇士赛杭州站在浙
江省杭州市超山风景名胜区火热
开赛，余杭区红十字会安排26名
医护志愿者为斯巴达勇士赛提供
志愿服务。

南城县组织参观生命健康安全馆

本报讯 （南红）10 月 20 日，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生命
健康安全体验馆迎来了第一批红
十字青少年，孩子们学习了丰富
的红十字运动知识，体验了应急
救护、校园安全、交通安全、家庭
安全、消防安全、防疫查询 、防灾
避险等多个功能模块，学习兴趣
高涨。

利津县召开捐赠企业回访座谈会

本报讯 （李星林 董强）10
月20日，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
十字会联合陈庄镇政府召开“感
谢有您，‘疫’路同行——疫情防
控捐赠企业回访”座谈会。会上，
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张君霞通报捐款使用及红十字
会工作情况，县政府副县长、县红
十字会会长陈其文为捐赠企业颁
发感谢牌。

晋中网上办事大厅启动

本报讯 （张荣）10 月 15 日，
山西省晋中市红十字会网上办事
大厅正式启动试运行。网上办事
大厅充分利用了信息化技术和手
段，实现集红十字人道救助、应急
救援、救护培训、无偿献血、造血
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等业
务，捐赠款物管理、库房管理、项
目管理、志愿服务管理、基层组织
阵地管理、现代化办公管理等全
流程为一体的信息化综合业务平
台。

靖江、永寿联合发放大病资助金

本报讯 （靖红）10 月 20 日，
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红十字会在
卫健局院内举行“靖永手牵手·博
爱送万家”物资暨大病救助资金
发放仪式，靖永协作工作联络组
成员朱慧代表江苏省靖江市红十
字会向永寿县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12万元的救助物资和3万元大病
救助资金。5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及5名大病救助患者代表现场接
受捐赠。

泰州举办重阳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钱荷芳）10月23日
至25日，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
积极开展“博爱助老爱在重阳”敬
老院慰问活动,先后走进兴化、高
港、海陵、姜堰等地共 11 家敬老
院，给 409 位老人送去了节日礼
品和祝福，发放慰问品 5.6万元，
与老人们共庆重阳佳节。

达州捐赠急救箱助力“三下乡”

本报讯 （达红）10 月 23 日，
四川省达州市红十字会参加达州
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的 2020年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市
红十字会筹资采购了价值 1.2万
余元的红十字家庭急救箱 100
个，助力“三下乡”活动。

■ 岳富荣 李家鼎

金秋 10 月，瓜果飘香，吉林省
长春市九台区龙嘉街道龙家堡村梨
树园子屯的梨香，吸引来众多游客。

这里以前有百来棵梨树，“梨树
园子”由此得名。近些年，梨树园子
屯盯住梨树做文章，现在已有大梨
树 300多棵、小梨树 1000多棵，“农
家乐也发展起来了，春天赏梨花，秋
天品香梨，游客一茬接一茬。”龙家
堡村党支部副书记陈淑兰说。

梨子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梨乡美了。“前些年垃圾随地丢，
雨天满脚泥，看着就闹心，谁爱来？
这几年大伙儿对环境整治呼声越来
越高，经过整治，屯子越来越美了。”
陈淑兰带着记者沿着屯内笔直的柏
油路从东头走到西头，沿路红瓦白
墙的砖房鳞次栉比，整洁亮丽。

近年来，长春市以“净、绿、美”
为目标，集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一
大批像梨树园子屯这样的村屯变干
净变美，面貌一新。

居住环境变样了

梨树园子屯村民刘红娟家门
口，绿色的垃圾箱格外醒目。“定时

定点专人来收垃圾，别提多干净
了。”刘红娟说，“以前可不行，常见
乱倒垃圾现象。一到夏天，味道特
别大。”

为了破解乱倒垃圾问题，龙家
堡村依托村民公约实施门前“三
包”，每户门前放了垃圾箱，促使村
民自觉保护环境，定时、定点、分类
倾倒垃圾。迎风飘扬的红十字旗

“我们将垃圾清运外包给保洁
队，定期清扫道路、清运垃圾。”龙嘉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孙红举说，“守着
这么干净的村子，谁还舍得弄脏？”

走进刘红娟家中，窗明几净，厨
房里炉子烧着，但屋内没有一点异
味。“这是村里统一安装的生物质采
暖炉具，是清洁能源。”刘红娟说。
原来，村里与区内一家公司签订了
秸秆利用合同，将玉米秸秆加工成
颗粒型秸秆燃料块，杜绝了秸秆进
屯和露天焚烧现象。

刘红娟家的卫生间里，冲水式
马桶、淋浴装置一应俱全。在梨树
园子屯，每户院内都建有分割式沉
淀池，厕所冲刷的固体污物在此沉
淀，污水则由地下污水管网集中汇
集到村里的污水处理站，进行生物
降解处理。200 米外的村口，经过

净化的污水排往池塘，一眼望去，可
以看到鱼儿游弋。

乡村旅游带火了

67 岁的九台区土门岭街道马
鞍山村村民怀玉卓，这两年有了个
新工作——导游。

“一人收两块钱，国庆假期挣了
不少。”老怀满脸是笑。马鞍山村依
山傍水，近年来村里搞起了乡村旅
游，“一到周末，村口的停车场停满
了车。”

马鞍山村以前靠山吃山——开
采矿石，资源破坏了，村民钱包却并
没鼓。2016年，村两委新班子转变
发展思路，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
——依托绿水青山发展文旅产业，
借助区里投资建设“百里乡村画廊
旅游地景公路”项目，将村子打造成
重要节点，开发徒步旅游线路，兴办
特色餐饮、民宿、观光农业等，直接
和间接带动村民就业 120 余人。
2019 年，全村接待游客 35 万人次。
目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
贫。

“今年再种45亩油菜花。”双阳
区太平镇肚带河村村民曹兴福对未
来充满希望。2017年开始，肚带河

村瞅准公路修缮、村貌改善的时机，
开发出300多亩的油菜花海旅游项
目，每年 6月、10月花开两茬，门票
日收入就达3万多元。

老曹算了一笔账，把地交由村
里统一种油菜花，每亩稳定收入
1000 多元，旅游旺季在景区内打
工，还有额外收入，“算下来，一年多
挣万把块钱没问题。”

村党支部书记王威介绍，村里
不仅将旅游收入持续投入到村容村
貌整治中去，还新修了木栈道、休闲
椅、路标等设施，2019 年肚带河村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长效管理有招了

把空水瓶、废纸、烟头一一拾
起，德惠市大房身镇仇家粉村村民
史传金正在仔细做保洁。前两年他
因病致贫，村里成立保洁队后，他成
为其中一员。“外出打工身体吃不
消，可给大伙儿清扫垃圾没问题。”
垃圾再集中转运至村临时垃圾中转
点，由乡镇统一压缩运送至垃圾焚
烧厂处理。

此外，德惠市以国家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为载体，

新建日处理能力 30 吨的动物无害
化处理中心，在全市 605 个规模养
殖场建设了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了
3座污水处理厂、3座乡镇污水处理
站和16个污水收集池，还专门成立
了农村污水收集转运大队。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一项长
期工程，要久久为功。”长春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孙晓晖介绍，在国家
和吉林省补助的基础上，长春市又
为每个行政村提供了配套资金，重
点支持农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
所改造及粪污治理、村容村貌提升
等重点项目。仅 2019年，长春市就
投入近4亿元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

“人居环境整治，‘里子’比‘面
子’更重要。”孙晓晖说，长春市组织
县乡村三级干部包村到户参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实施“小手拉大
手、齐心扮靓美丽新农村”行动，组
织青少年参与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
治；连续多年开展“美丽庭院、干净
人家”评选创建活动，2019年，全市
评选出 7000户美丽庭院和 1.4万户

“干净人家”。
（转自《人民日报》）

长春集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乡村变得“净、绿、美”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老村医和他的“郑家冲”

湖南省泸溪县红十字会开展“天使的心跳”先心病复筛工作

19名确诊患儿将获救助

■ 红社区

夜色中的郑家冲在点滴雨声的
衬托下更显静谧。

72 岁的老村医郑金林站在家
门外，仰头望望天，又看看远处黑黢
黢的青山，犹豫片刻跨上摩托，打火
出发。

10分钟前，刚刚入睡的老人又
被电话叫醒，那是他的一个老病号。
70岁的贫困老人方月容，已经被肺
气肿、过敏性哮喘折磨了半生。方
月容的哮喘常常半夜发作，一发作
就喘得倒不过气，是急症。每次发
病，家人都会第一时间给郑金林打
电话。郑金林接到电话便起身，翻
山越岭赶到方月容家里给她输液。
老人的呼吸渐渐平稳以后，郑金林
才顶着夜色下山回家。

“半路出家”做村医

从卫星云图上看，湖北省黄冈
市英山县，层峦叠嶂，丘陵起伏，群
山环抱中的村庄——郑家冲，就是
郑金林的家乡，他在这里已经做了
50多年村医。

出生于大乱将治之年，与共和
国一起成长的老人有着极强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有一年大年三十，母
亲生了急病，却怎么也请不到大夫，
原本是一名村干部的他动了不一样
的心思。“十里八乡没个大夫，乡亲
们大病小病都只能靠拖，不如自己
来担起这个责任。”于是，郑金林拜
一位老中医为师，开启了半个世纪
的行医生涯。

50 年来，他看病从不计报酬，
无论远近，只要患者需要，多远多偏
的地方他都会出诊。从前全靠双
腿，近 10 年来就靠摩托车，他走遍

了附近两个村的每一个山头，成为
老人们最信任和依赖的人。

杨坪村的五保户郑伦宗，既有
心脏病，又有高血压，发病时，第一
时间联系郑金林。前些天发病，正
赶上大暴雨，没法骑摩托，郑金林急
得只好找了熟人开车把自己送到村
口，再走到郑伦宗家里。

村医还得会全科，要做到即便
治不了也能判断。为了能帮到更多
乡亲，老村医抓住一切机会提升自
己，先后读过黄冈卫校、赴县医院进
修了两年，期间还学会了接生。

村子有了卫生站

郑金林没有想到，有一天“博爱
卫生站”会建到郑家冲。

2019 年，中国红基会援建的
“博爱卫生站”在郑家冲正式投入使
用，最令老人兴奋的，不仅是崭新的
医疗设备和整洁的就医环境，还有
大大小小的各类培训，每学到一项
新技能，他都兴奋不已。

在新建的卫生站里，郑金林开
展了全民体检，为村民们建立了完
善的健康档案，哪个乡亲有什么病、
吃什么药，他都一清二楚。他还跟
全村贫困家庭签约，成为他们的家
庭医生，24小时随叫随到。

郑金林的工作状态实在不像一
个七十高龄的老人，疫情期间，他从
早忙到晚，恨不能一天工作 24 小
时。郑金林不仅要负责全村的消毒
工作，还要和村干部一起完成两个
村村民的体温监测。到了晚上，还
要轮值村子设立的临时卡站。

今年 2 月，杨家坪村一位村民
从武汉返乡，路上发起了高烧，核酸
检测阴性后，村里对他采取了居家
隔离措施。村民家距卫生站很远，

郑金林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往返一个
多小时，一天两趟去给他做体温监
测。

山村居民住得极其分散，入户
排查就得走遍每个山头。有些地方
能骑摩托，有些地方就只能靠走路，
一天下来，浑身都要散架。遇上通
情达理的村民，茶水瓜子端上来，疲
惫还有个宽慰。有时遇上迷信思想
浓厚的，认为大过年医生上门不吉
利，上来就给黑脸，还有不少硬邦邦
的难听话。

长年在村里工作，郑金林都能
理解这些情况。身为村医，除了日
常的健康服务，他还要给村民们宣
传国家精准扶贫和大病救助的政
策，贫困户们也就不再捱病，而是去
医院就诊。这样的变化着实让郑金
林踏实不少。

见惯生死更懂生命珍贵

见过太多生老病死，郑金林更
懂生命的可贵，也更期盼乡村医疗
的光明未来。

提起自己早年做白内障和心脏
搭桥手术的经历，他总是感慨国家
政策好、医疗水平高。如果你问他
一生诊病都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
时刻，他会絮絮地说起某个夜晚，他
走夜路差点滑进沟里；某一年，他接
生并救治了一名呼吸窘迫的婴儿；
某一次暴雨，他出诊了一名心脏病
突发的老人……成为村医以来的这
些年月，村民的健康是郑金林最大
的牵挂。

于无声处听惊雷，年复一年的
付出勾勒出这位老村医的平凡和伟
大。他的脚步连接了偏僻的山头，
他的真诚抚慰了贫困村民的忧虑，
他的细心挽救了许多生命。

本报讯 （戴会婷）10 月 19
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泸溪县红十字会联合首彩爱心
基金、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专家
开展“天使的心跳”先心病复筛工
作。

9 月中旬，首彩爱心基金与
县红十字会、县卫健局、县教体局
联合开展前期筛查工作。近一个
月时间，泸溪县人民医院、县民族
中医院、县妇计中心、县疾控中心
和 18 家乡镇基层卫生院医生深
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村民家
中，开展先心病筛查，共对 46933
名 0 至 14 岁儿童进行了初步筛

查，通过初筛确定了 290 名儿童为
先天性心脏病疑似患者。此次复
筛共确诊19名患儿，需要进行手术
治疗，将由县红十字会统一安排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手术治
疗。其手术治疗费用由县医保局
按医保政策予以报销后，其余费用
由首彩爱心基金全额资助。

家住武溪镇的患儿向羽涵，今
年10岁，在复筛过程中被确诊需要
进行手术，“非常感谢县红十字会
和医院专家，要是没有这次筛查，
我们都不知道孩子心脏有问题。”
向羽涵的妈妈说。

本报讯（宁红）9月27日，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一名应急救护
培训师王胜男在就医途中路遇一
起车祸，一辆电动车被汽车撞得
粉碎，电动车车主倒在路上昏迷
不醒，王胜男急忙上前对伤者进
行应急救护。

“去后面摆放三脚架，马上打
开汽车双跳灯！”她一边指导司机
在事故现场设置提示牌，一边亮
明自己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的
身份，请求路人参与协助交通疏
导和现场保护。“当时我目测伤者
背部有伤，但由于现场救援力量
不足，不适合移动，我就先处理了
出血部位，让伤者保持原来体位，
观察生命体征，直到送上 120 救
护车”。王胜男教科书式急救操
作获众人好评。

王胜男不仅是一名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师，还是宁波市鄞州区
二院医共体中河分院的一名护士，
她从 2012 年开始参与红十字急救
培训。“成为红十字志愿者后，我的
车里就常备急救包，以备不时只
需。”王胜男说。

工作之余，王胜男每周会空出
两天时间参加急救培训课程，举办
公益讲座。截至目前，王胜男累计
培训了2万余名合格的红十字救护
员，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 3000余小
时。她的学生中有社区居民、中小
学生，还有警官、企业白领。开展急
救培训以来，王胜男已有 4 次实施
应急救护的经历。

在 2020 年浙江省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师教学技能大赛上，王胜
男获主题演讲个人赛一等奖，“我骄
傲，我是红十字旗帜下的一名战
士！”她说。

浙江红十字急救培训师就医途中救人

云南省腾冲市红十字会开展助学金发放活动

433名贫困学生获资助

珠海启动第四期“光明格桑花”白内障复明行动

本报讯（尤志朝）10月15日
至17日，云南省腾冲市红十字会

“腾冲希望之行”博爱助学金发放
活动先后走进明光镇、界头镇、团
田乡、新华乡，共计发放助学金
73.61万元，资助学生433人。

“腾冲希望之行”博爱助学项
目由上海爱心人士沈志燕发起，

旨在帮扶腾冲市孤贫、困难儿童顺
利完成学业。

近年来，随着爱心人士不断加
入，大量募捐资金涌入，有效保障了
项目持续运转。腾冲市红十字会对
项目进行精心管理，确保捐助过程
透明、公开，让更多困难孩子得到及
时救助。

本报讯 （珠红）10 月 19 日，
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农工党珠海
市委会、米林县人民政府、珠海市
红十字会联合启动“第四期珠海

‘光明格桑花’白内障复明行动赴
米林手术活动”，当天共完成 20
台手术。

第四期珠海“光明格桑花”白
内障复明行动手术活动按照国内

三甲医院高标准筹备运作。手术团
队由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选派的
眼科界著名白内障手术医生组成，
采用先进成熟的白内障超声乳化吸
除及进口折叠式人工晶状体植入手
术。

接下来，医疗团队将按计划分
批为9月筛查活动中符合手术指征
的全部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

飘扬的“红十字”
10月17日，“浙江省第二届救生桨板大赛暨2020衢黄南饶畅游信安

湖游泳大会”在衢州市水亭门信安湖水域举行，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6 名队员携 3 艘动力艇及救援装备到达指定水域开展水上安全保障。

（胡江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