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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华 康敏

“贫在深山结远亲，三年扶贫财
情倾。社区走上康庄道，代代铭记
扶贫恩。”近日，湖南省石门县太平
镇竹儿岭社区党支部书记等人来到
常德市红十字会，代表全体村民给
市红十字会送来一封情真意切的感
谢信。

2016年至2018年，常德市红十
字会在竹儿岭社区开展精准扶贫。
2018年底，竹儿岭社区顺利通过了
国务院第三方评估考核，摘掉了贫
困帽子。

修筑致富路

石门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太
平镇竹儿岭社区位于石门县西北
部，下辖云盘、袁家峪、覃家峪、罗家
垱和竹儿岭几个自然村，面积25平
方公里，人口2402人，山高路远，交
通不便，是常德市市级贫困村，典型
的老少边贫地区。

一条全长5公里的崎岖狭窄的

路，将袁家峪和竹儿岭社区（村部）
连在一起。每逢雨季，路上会被山
洪冲出深深浅浅的沟壑，村民出行
十分不便。

常德市红十字会扶贫团队经过
多次走访调研，决定筹资 15 万元，
为竹儿岭修一条致富路。

一年后，一条宽达 5 米的水泥
路经过民居，经过学校，一直通向远
方，解决了近千名村民的出行难问
题，也为袁家峪村民如期脱贫提供
了重要保障。

一名村民站在刚刚铺好的道路
路基上，激动地说：“感谢红十字会
为我们修路，今后我们进城能缩短
许多时间，农产品出村也更容易
了！”

援建爱心屋

常德市红十字会注重实实在在
地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贫困
户覃祥金本人智障，母亲智残，多种
疾病缠身，家境十分困难，一家人住
在一座摇摇欲坠、四处透风的土坯

房里。
扶贫工作开始之初，常德市红

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洪来到覃家结
对帮扶走访，为他们送去米、面、油、
衣和棉被等慰问物资。

看到覃祥金的生活条件，张洪
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仔细询问了解
覃家的基本情况，决定由红十字会
牵头筹集资金，帮助覃家原地扩建
修缮房屋。

经过一年多努力，一栋坚固简
朴的住房落成，曾经凹凸不平的地
面变得平平整整，四壁漆黑的厨房
焕然一新。

张洪带着崭新的衣服和其他慰
问品再次前来，了解春耕生产情况，
帮助覃祥金制定生产发展规划，填
报帮扶责任人对结对户访谈记录
表。

看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覃祥
金一家人和附近的邻居热情地围了
上来，让座、敬烟、上茶，七言八舌地
感谢红十字会帮他们建好了住房。
覃祥金说：“有红十字会帮忙，以后

日子更有奔头了！”

真情帮与扶

做好扶贫每件事，真情相融一
家人。在开展扶贫结对帮扶走访
时，用真心、善心和爱心做好每一件
事，是常德市红十字会扶贫工作的
显著特征和最大亮色。

办公室主任聂春成多方联系，
帮助结对户销售茶叶、牛肉 2.5 万
元，解决了户主农产品销售难题。

办公室副主任钱岳联系的结对
户一家有 5 口人，住在边远山区覃
家裕，户主本人椎间盘突出，身患高
血压、心脏病，爱人患有白内障和其
他常见病，干农活也不利索，经常要
吃药，是个因病致贫的困难户，钱岳
同志每次来覃家时，不仅带了米、
面、油和衣被，还带了 2000 多元的
治疗药品和保健书籍，让覃家人感
激不已。

工会负责人刘军利每次到结对
户家中，都会带来去米、面、油、夹克
衫、糖果、牛奶、棉被、药品、糕点等

一大堆物品，看老奶奶行动不便，她
还为她带来了一辆价值 3000 元的
轮椅。坐上轮椅，老奶奶高兴地说：

“共产党好，红十字会好，小刘妹子，
今后你就做我的幺女儿好吗？”刘军
利爽快地说：“要得，今后我就是您
杨家的幺女儿，我会经常来看望你
们的。”

赈济联络部副部长王芬不厌其
烦地向结对户宣传脱贫攻坚重点政
策知识，还针对户主常年患病的实
际，为他争取了 2000元红十字人道
救助金。

此外，常德市红十字会和其他
后盾单位共同援建竹儿岭社区办公
楼及附属设施，还单独出资 6 万元
帮助援建社区幼儿园和文艺活动广
场，修建独具红十字会元素和特色
的避险逃生通道，发动志愿者整理
尘封已久的农家书屋。

如今的竹儿岭社区，校园内书
声琅琅，村子内干净整洁，村民们其
乐融融，昔日交通不便的贫困村旧
貌换新颜。

为全村修通致富路，为村民筑起爱心房，常德市红十字会三年扶贫见实效

竹儿岭脱贫记
阎良区培训校车从业人员

本报讯（阎红）11月7日，陕
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联合
区交通局（校车办）、区教育局，为
全区 200余名校车司机及校车从
业者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来安县救护培训进高校
本报讯 （来红）近日，安徽

省滁州市来安县红十字会应邀为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应急救护员培
训班授课。该校教师、学生、保
安、宿管、物业等700余人参加。

宝山区向宣威捐赠助学金
本报讯 （龙玉）近日，上海

市宝山区红十字会与云南省宣威
市红十字会举行结对帮扶贫困助
学捐赠仪式，向宣威捐赠10万元
贫困助学资金。

合阳县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合红）11月1日，陕

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红十字会走进
雅静园幼儿园，为50余名教师和
家长讲解应急救护知识。

萧山区救护培训进寺院
本报讯（杨海波）11月1日，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红十字会在
位于闻堰街道湘湖景区的莲华
寺，对辖区内各宗教场所僧人、负
责人及相关村社干部等群体组织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漳浦县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林欢初）10 月 24

日，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培训走进漳浦达志中
学，为 300 名高一新生和教师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

枣庄发放10万元助学金
本报讯（枣红）11月5日，山

东省枣庄市红十字会“阳光少年”
助学活动暨枣庄市第三中学红十
字会成立会议在枣庄市第三中学
召开，市红十字会将青岛微尘基
金捐赠的 10 万元“阳光少年”助
学金转赠给枣庄市第三中学，用
于资助100名困难学生。

平川区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讯 （潘小兵）近日，甘

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红十字会志愿
服务队关爱环卫工人，为他们送
去辽宁爱心人士张艳军捐赠的鞋
子、帽子、手套等物品。

六合区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潘启兵）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联
合区卫生健康委举办了卫生健
康系统红十字救护员专题培训
班，全区约 200 名医务人员参加
培训。

临沂援助青海海晏县
本报讯 （临红）近日，山东

省临沂市红十字会举行向青海省
海晏县送温暖物资捐赠仪式，共
捐赠服装、棉被等物资价值40.58
万元。

吴江区召开救护师资座谈会
本报讯 （吴红）近日，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召开 2019 年红
十字救护培训师资骨干交流座谈
会，20余名骨干师资志愿者汇聚
一堂，相互交流经验，共同学习提
升。

越城区发放爱心“防跌包”
本报讯 （越红）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越城区红十字会依托
“腾讯99公益”发起的“老人爱心
防跌包”网上众筹项目，为越城区
65 周岁以上、困难、空巢及行动
不便的老人发放了 302 个爱心

“防跌包”。

德清县举办急救技能竞赛
本报讯（德红）11月5日，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红十字会举办
“五龙杯”红十字现场应急救护技
能竞赛，16支参赛队伍80名参赛
选手参赛。

青田县开展跨省救护培训
本报讯 （王维）近日，浙江

省丽水市青田县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培训师资在新疆新和县职
业技术学校开展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普及，新和县职业技术学校
全体教师参加培训，这也是青田
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护首次跨省
培训。

锡林郭勒盟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锡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到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开展应急救护
普及培训，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380人参加。

■ 党琪

进入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红十
字会工作以来，我作为奋战在一线
的“新兵”，感悟颇多。

近年来，我时常在《中国红十字
报》和《博爱》杂志发表作品，“跌跌
撞撞”写作之路，不仅带给我成就感
和幸福感，也让我在学习中拓宽了
视野。

源自最本真的感动

我问过许多红十字工作者，红
十字工作最缺乏的是什么？有人说
是经费，有人说是上级支持，还有人
说是下级的配合。

在我看来，红十字工作最缺乏
的是红十字工作者最本真的感动。
因为这份感动，我们才能迎难而上、
奋勇担当，做好每一项红十字工作。

我最本真的感动，源自深爱红
十字的志愿者，源自默默奉献的匿
名捐款者，也源自那些心怀大爱的
遗体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

当然，也包括我对红十字工作
的热爱。写稿、投稿不仅是为了做
好红十字宣传工作，更是为了让更
多人关注、认可、热爱红十字事业。
我在工作中，有幸遇见了许多乐于
助人、胸怀大爱的人，他们是平凡生
活中的“无名之辈”，是漫漫人生路
上的“有情之人”，他们的美好品质
值得铭记与弘扬。

细心挖掘身边故事

讲好身边故事，做好本辖区红
十字工作，挖掘宣传红十字好故事，
让我抛开了内向的性格，开始主动

与各领域优秀红十字工作者交朋
友，听他们的感人故事。

结识灞桥区职教中心的王淼老
师后，我深深感受到非专职红十字
工作者对于红十字工作的热情，写
下了那篇《我身边的红十字“熊猫
侠”》，因为这篇文章，我和王淼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

加入一个红十字新闻线索素材
群后，我看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晨的活跃身影，
了解了江干区红十字会筹资、遗体
器官捐献等工作，江干区的经验让
我受益匪浅。

结识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红
十字赈济救援队的何振鹏，他让我
感受到了红十字志愿者的忘我精
神。为了救援工作，他的三家店铺
变成了一家，小汽车变成了摩托车，
为了搜救队越来越专业，他投入了
20 余万元积蓄。他的奉献精神、
大爱之举，让我更加热爱红十字工
作。

耐得住寂寞的坚守

我写作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
让大家听到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人
的声音，也许我们还不够完美，但我
们一直在努力。

我常用“勤能补拙”勉励自己，
尽管写作之路充满艰辛，可我一直
在坚守。

除却体会，我还想和大家分享
一些我的心得：

一是多学，多读“一报一刊”。
我有一本日记，上面记载了我喜欢
的文章的读后感。什么是好的文章
呢？我认为最简单的判定方法就是

能打动你的文章。此外，也要珍惜
省市红十字会为基层红十字工作者
提供的学习机会。从每一年的红十
字宣传工作会议中，我都收获颇多。

二是多记，即多写工作日记。
这种日记可以在手机备忘录里，也
可以在短信回复栏里，在这里记下
我在各种活动、工作途中的写作灵
感，好的创作灵感和角度往往就在
一念之间，转瞬即逝。

三是多聊，要多与同行沟通。
做好宣传工作，闭门造车是不可取
的，需要我们主动与优秀的兄弟区
县志愿者、拥有感人事迹的群众，坐
下来细致交谈。只有通过交流才能
去发掘更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只
有通过聊天，才会更加热爱红十字
事业，从而努力做好红十字工作。

四是多情，写好一篇文章的前
提是故事先感动自己。“多情”不是
过度抒情，更不是生搬硬套。倘若
这篇文章你写出来，自己翻动的时
候首先会被感动，那么它起码是一
篇有感情、有血有肉的文章了。

五是多比，多修改多对比。在
初稿完成后，要多加修改，删繁就
简，真实生动地描述比任何华丽的
辞藻都更能打动人心。另一方面，
要认真比对投稿时的文章与刊发文
章，从中找寻不足，积累经验。

以上就是我在宣传工作中的一
些感悟和经验，希望各位红十字同
仁不断发现生活工作中的爱和美，
用心用情记录红十字各项工作，讲
好红十字故事，传播好红十字声音，
做更加优秀的红十字工作者。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在“11·9”全国消防日到来之际，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
队走进老舍尚圩小学，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暨火灾逃生演练活动。活动中，红十
字应急救护师资还向师生普及了心肺复苏及气道异物梗阻排除等急救知识。

图为响水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队员手把手教孩子们使用灭火器。
（王一娟）

在“五多”上下功夫
——我的红十字宣传写作心得

本报讯 （金琪）近日，以“感
恩有你 成长相伴”为主题的海
淀区中小学生闲置物品交易会七
周年庆典嘉年华活动在北京世纪
金源购物中心六层空中花园举
办。来自农科院附小、农大附小、

八里庄小学等十余所学校的 3000
余名师生和家长参与。

此次活动共接收学生捐出的义
卖善款1.2万余元，善款将捐给海淀
区红十字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讯 （张妍）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红十字会完成公共场所
133台AED（自动体外除颤仪）设
置点的救护员培训工作，共涉及
73家单位405人。

今年，在推进健康合肥建设
中，合肥市在地铁站、机场、火车
站、汽车站、各类场馆、学校、4A
级以上旅游景区，以及部分街道
社区等公共场所设置AED，首批
设置 133台。市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设置点救护员培训班，培训内
容包括AED操作方法、心肺复苏
术、创伤包扎等急救技能。

一个月时间内，合肥市红十
字会共举办 7 场培训，按照每台
设备配备 3 名急救员的标准，完

成了所有设置点救护员培训工作。
“通过培训，不仅让相关人员掌

握急救技能，更是让他们树立抢救
生命的理念，当出现突发意外患者
时能够挺身而出、正确施救”，市红
十字救护培训师资罗平表示。通过
系统专业培训，各位学员熟练掌握
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四项技术、气道
梗阻处置、AED使用管理等知识和
技能。

一名参训校医表示，“学校里出
现心脏骤停患者的情况是有可能发
生的，如果以后遇到，就可以使用
AED迅速有效处置，为挽救生命争
取更多机会，也为学生健康安全增
添了一份保障”。

本报讯 （王蕙）近日，江苏
省盐城市召开全市红十字会系统
改革工作座谈会。

会上，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乔静传达了全省红十
字会系统改革动员会会议精神并
对盐城市红十字会系统改革动员
作出部署；与会人员围绕市红十
字会改革工作进行座谈、讨论，提
出意见建议；部分县（市、区）红十
字会常务副会长对本地区如何落
实改革工作进行表态发言。

乔静表示，推动红十字会系
统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对红十字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
路，把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作为主线贯穿改革全过程，这是
红十字会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
坚持的正确方向。

据悉，盐城市红十字会改革方
案要争取今年年底前报省红十字会
审核同意，确保在 2020年 3月底前
出台，县级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要在
2020 年 3 月底前报市红十字会审
核，确保在 2020年 6月底前出台改
革方案。

各县（市、区）红十字会常务副
会长、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盐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红十字会秘书长、盐
南高新区红十字会负责人、市红十
字会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共 26 人参
加会议。

本报讯 （程怡）近日，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红十字会召开红
十字网格化管理工作推进会，各
镇（街 道）红 十 字 会 秘 书 长 、
2018-2019年网格化管理试点村
（社区）红十字会代表参加。

会上，东吴镇红十字会、白鹤
街道周宿渡社区、下应街道东兴

社区、首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先后
做了网格化管理工作经验交流。

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李鹏程表示，红十字网格化管
理工作要统一思想，做好“结合、整
合、融合”文章，真抓实干，充分发挥
红十字工作网格化作用。

小小消防员

盐城市红十字会召开改革工作座谈会
确保在2020年3月底前出台改革方案

合肥红会完成AED设置点救护员培训
共培训73家单位405人

鄞州区红会召开网格化管理工作推进会

海淀区举办中小学生闲置物品交易嘉年华活动

宁海县完成25台AED配置
本报讯 （费海燕）日前，浙

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爱心献血屋配
置完成AED，这是该县今年完成
的第 25 台 AED 配置项目，超额
完成配置工作目标。

今年宁波市“两会”上，公共应
急救护服务工程（在公共场所配置
200 台 AED，完成红十字公益性应
急救护培训20万人）被选为2019年
宁波市10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