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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
红十字会事业得到空前发展。
在一次次人道救援、抢险救灾、
爱心传承中，鲜红的红十字给
人们带去生的希望、爱的传递、
善的感动，在全社会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传递正能
量，引领新风尚。

“红十字是一种精神，更是
一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振奋人心。正是在这面旗帜
的感召下，在素有“东方第一大
港”“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美誉的
古刺桐港——福建泉州，红十字
会基层组织蓬勃发展。388个
基层红十字会组织，161个团体

会员单位，6.9万多名成人会员，
4万多名青少年会员以及110多
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1.2万名
志愿者，成为泉州市红十字会事
业发展最坚强的脊梁。

多年来，泉州市红十字会
紧紧把握“人道传播、生命救
护”职能定位，扎实推进红十字
会“三救三献”核心业务，提升
人道工作实力，有力发挥了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手和联系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今年9
月 2 日，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泉
州市红十字会获得“全国红十
字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古刺桐港扬起人道之帆
——福建省泉州市红十字会5年工作纪实

自福建省红十字会第七次全
省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在福建省红
十字会的指导下，在泉州市各级红
十字会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
下，泉州市红十字会认真围绕上级
部署和既定的工作目标，推动工作
落实，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各地红会解决了办公场所，实
现了独立财政预算。据统计，2013
年以来，全市投入财政经费近4000
万元，确保了红十字会工作的正常
运行。市政府副市长、红十字会会
长周真平带头坚持定期听取红十
字会工作汇报，适时了解工作开展
情况，及时帮助红十字会协调解决
问题。部分县级地方财政专门给
红十字会划拨专项救助款，泉港区
先后把红十字会的应急救护普及
培训相关业务工作列入“为民办实
事”项目，帮助红十字会与爱心企
业建立友好联系，鼓励当地企业家
对红十字事业予以支持。鲤城区
实现了街道红十字会全覆盖，晋江
市永和镇红十字会、石狮市锦尚镇
红十会被评为省红十字会基层组
织建设示范点。

2013年以来，泉州市红十字
会机关有序推动效能建设、廉政
建设，进一步规范办公秩序、推行
绩效管理，开展廉政风险防控。

对会议管理、资产管理、捐赠款物
管理、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管理
和遗体器官捐献、无偿献血、造血
干细胞捐献管理等方面的岗位廉
政风险点及其表现形式，制定应
对措施19条，为打造“公开透明”
红十字会奠定了基础。

泉州市红十字义工服务团于
2010年成立后，坚持志愿服务常态
化。截至目前，110多支红十字会
志愿服务队、1.2万名志愿者，已成
为泉州市红十字工作的中坚力量。
通过成立不同服务内容的红十字
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社区、农村开
展宣传咨询、人道传播、募捐救灾、
义诊送药、扶贫助残、献血宣传等
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传播红十字
会“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注重
志愿服务项目化运行。继2010年
持续开展金秋助学，帮助贫困家庭
儿童上学之后，于 2014年启动关
注自闭症儿童“蓝色行动”；2015年
初，又为即将成年的自闭症孩子启
动“星星梦想农庄”。重新成立Rh
阴性血型志愿服务队，队员全部是

“熊猫血”拥有者，多年来坚持参与
无偿献血和应急献血活动，应急输
血 800 多人次，献血量 1500 多单
位，献血足迹遍布全省，挽救生命
的义举赢得广泛赞誉。

2013年以来，泉州市各级红
十字会筹集款物价值近4千万元，
其中灾害募捐616.37万元；争取上
级救助资金 5800多万元，救助各
类困难群体1.8万人。其中，获得
大病救助项目救助款4828.5万元，
受助对象 4869人；获得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救助金近200
万元，救助65人；为器官捐献者困
难家庭申请福建永生天使基金救
助金额200多万元，48人受益。

为最大范围救助他人，泉州市
红十字会拓宽筹资渠道、提升人道
救助实力。2014年5月，市红十字
会和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眼科
医院等单位联合成立“刺桐人道行
——红十字儿童光明基金”，成功
举办首届“中国梦·儿童光明梦”慈
善公益拍卖活动，为基金筹资52.4
万元。该基金为建会以来第一支
专项救助基金。同年6月，市红十
字会积极联系“贝因美”公司，得到
福建省8家“贝因美”经销商的支
持，联合捐赠2114箱、价值260多
万元的婴幼儿奶粉，受益儿童2100
多人，平均每人收到 1000多元的
奶粉。针对特定对象如此大数额
的实物捐赠救助活动，在泉州地区
尚属先例。

2014年起，泉州市各县级红
十字会逐步加大宣传筹资力度，

推动人道救助活动开展。石狮市
红十字会在大型超市、车站、便利
店、酒店等公共场所依法设置红
十字募捐箱13处，提高市民对红
十字筹资工作的知晓度；南安市
柳城中学“红十字爱心基金”2014
年成立后一年时间内筹资 5 万
元，为12名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学
子发放助学金；安溪县红十字会
成功促成泉州联捷置业有限公司
资助官桥中学贫困师生 10 万元
的助学项目；2015年9月，泉港区
正式成立“刘经文红十字医疗救
助基金”——泉州首个通过民间
捐赠设立的医疗救济专项基金，
也是全省首个由企业家冠名的县
级红十字专项基金。该基金由泉
州恒昂工贸有限公司出资建立，
将在 5 年内捐赠 1000 万元，2018
年又追加认捐 5年 1000万元，主
要用于向贫困家庭重大疾病患者
提供临床医疗救助和后期康复救
助。该基金目前已到账 950 万
元，支出 738.13万元，救助 855人
次，深受群众拥护。

此外，泉州市红十字义工服务
团还为自闭症儿童、贫困失学儿童
分别组织了专项筹资晚会。每年
元旦春节期间，持续博爱送万家活
动，全市共慰问困难群众款物200
多万元，受益群众1.1万人次。

人道救助 播撒希望

三献工作 生命接力

近年来，泉州市红十字会不
仅立足本土，还将人道事业跨过
海峡，打造特色品牌。

2016 年，总会“海峡两岸红
十字青少年人道传播基地”落地
泉州市闽台缘博物馆。该基地进
一步推动两岸青少年双向交流，
让两岸青少年在交流中加深友
谊。2017 年 8 月，泉州市成功协
助举办闽台红十字大学生人道之

旅夏令营。
连续13年，泉州市与台湾共

同举办了13届“两岸红十字青少
年夏令营”活动。该夏令营由晋
江、金门轮流举办，主题是青少
年参与卫生急救、消防逃生训
练，慰问联欢残障儿童，参观备
灾救灾培训中心等活动。随着
参与地域的不断拓展，该活动已
成为两岸青少年团结与友谊的

盛会、全国独树一帜的两岸民间人道交流品牌。
为加强与台湾红十字会组织的交流与合

作，泉州市先后与台澎金马红十字组织干部敦
谊访问团、金门红十字组织理监事访问团进行
联谊活动。与厦门市、漳州市联合举办了首届

“海峡两岸迎中秋合唱晚会”。
往来频繁便有了社区共建。2013年 11月

29日，来自台湾、福建、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
社区工作者和红十字志愿者近80人齐聚泉州，
就优秀社区经验及未来两岸社区发展合作可行
性、必要性和具体措施展开交流探讨。2015年
11月，福建省承办海峡两岸红十字社区共建交
流活动，泉州市北峰社区成为本次交流活动的
实地考察点之一。

特色品牌 情牵两岸

2018年4月，中国红十字（福
建）水上救援队成立仪式在泉州
南安举行，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授旗认证的三支水上救援队
之一，也是福建省唯一一支获总
会授旗认证的水上救援队。队
伍配备了200万元专业水上救援
物资，包括自动体外除颤仪、水
下通信设备、水下机器人等专业
救援设备，能独立承担国内及国
际重大灾害救援任务。

该救援队为何能落户南安？
常务副队长郑志军表示，这跟泉
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本身的
专业性有很大关系。2015年，为
打造一支集抢险、救援、救护为

一体的专业综合救援队伍，泉州
红十字会与泉州迅捷防汛抗旱
服务公司合作，以其原有的应急
救援队为基础，建立泉州市红十
字迅捷应急救援队。同年，该救
援队参与“泉州市军警民防汛抗
旱综合演练”科目，成功完成训
练演练任务，专业能力得到检
验。成立以来，该救援队常年值
班备勤，参与地方110联动，先后
出动 3158次，抢险 85次，协助转
移受困群众近5000人。

事实上，这仅仅是泉州市专
业救援队伍中的其中一支。截至
2018年，泉州市共组建专业的救
援队 16支，其中综合应急救援队
1支，水上安全救援15队支，拥有
队员 650 多人，成功营救遇险落
水者 460 多人次，劝导市民远离
危险水域和做好下水安全防范 3
万多人次。为进一步提高水上救
援队水上救生能力和安全保障，
市红十字会投入资金添置救生动
力艇、皮划艇、救生浮标、抛绳、队

员水母衣等设备，并为志愿者队员购买了服务
活动保险。

除了打造专业队伍，泉州红十字会还积极
扩大志愿者队伍。他们建立了一支通过专业师
资认证的急救师资队伍，普及和培训人数逐年
增加，2013年至今累计为30多万人普及应急救
护知识，培训持证红十字救护员1.5万名。2018
年，参加福建省第三届应急救护大赛获二等奖。

2017 年 9 月 9 日，在与省红十字会联合开
展的“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水上安全救援联
合演练”活动中，泉州市抽组 20名红十字志愿
者救生员，与省队在笋江桥开展水上安全救援
系列科目演练，全方位演示了专业设备使用、水
上救生方法等内容，展现了红十字志愿者较强
的专业能力素质。

公益慈善要从娃娃抓起。5
年来，泉州市各级红十字会重视
做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积极推
动学校红十字会的成立，新增学
校红十字会21个，持续开展红十
字运动知识传播，帮助青少年树
立人道理念。

2013年，泉州市红十字青少
年体验式生命教育活动启动，采
用课堂讲座、游戏互动、实操体
验、思考撰文等方式，向青少年
传授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自救
技能；择优选送一批学校教师接
受省级辅导员培训；确定24所示
范学校，组织生命安全辅导员市

级再培训，采取德育课堂、课外
主题活动等形式，对青少年展开
相关教育，总结了一套可行的经
验形成工作规范，起到了较好的
示范作用。

2014年，通过市级财政经费
支持，着力推动“水安全知识进
校园”活动。水安全知识宣传队
走进全市各学校，开办青少年水
安全知识专题讲座，理论知识宣
讲和实景模拟演示、学员实操体
验相结合的方式广受青少年的
欢迎。他们刻录“水安全知识”
光盘，发给全市各学校。活动以
来，志愿宣讲队开办水安全专题

讲座3000多场，受益对象近30万
人次。

2015至 2016年，为落实总会
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市红会
在校园开展安全教育和体验课堂
113班次，受益学生6588人次；举
办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亲子讲座
20 场次，学生和家长参与人数
1600人次。

2017 年组织参与福建省高
校红十字体验式生命教育主题演
讲比赛活动；推动建立红十字会
基层组织和学校红十字会，丰富
学校红十字会工作内容；与泉州
市特教学校联合，利用该校的青
少年实践基地，开办 28 期“青少
年嬉水安全和应急救护知识课
堂”，学生受众近万人。

人道理念 深耕校园

生如夏花之绚烂，逝若秋叶之
静美。2016年5月初，泉州市南安
市一名 26 岁的青年因车祸脑死
亡，父母忍痛将其肝脏和肾脏捐献
出来，为至少3名等待器官移植的
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无独有偶，
当月2日至9日短短8天时间里，
泉州市实现了4例器官捐献。

“能够帮助他人留住生命，
感觉很棒！”2018年 8 月上旬，泉
港区 80 后小伙庄宇攀独自骑行
到福州，为远在广州的陌生病友
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中华骨髓
库第 7545 例、福建省第 204 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随着人们传统观念的逐步

转变，泉州市民“生命接力”意识
不断增强，这与该市各级红十字
会的努力息息相关。近年来，泉
州市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履行红
十字会法，努力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不断提升人道工作实力，推
进以“三救三献”为主要内容的
核心业务，为改善最易受损群体
的境况、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作出了大量的努力。

据统计，近5 年来，泉州市各级
红十字会共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16 例，捐献遗体37例，捐献器官60
例；2013 年至 2018 年献血总量
490202单位，位居全省地级市血站
首位，为挽救生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水上救援 国家认可

▲ 2014年8月，泉州市红十字义工服务团在永春石鼓镇发放“贫困学
生爱心助学款”

▲2014年7月，在“晋江—金门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闭营式上，青少年依依惜别

▲2017年，泉州市红十字会走进市特教学校开
展大型户外水上安全课

20172017年年88月月，，泉州市红十字会联合福建省红十字会举行水上安全救援演练活动泉州市红十字会联合福建省红十字会举行水上安全救援演练活动

20162016年年99月月，，泉州市红十字迅泉州市红十字迅
捷应急救援队在南安市水头捷应急救援队在南安市水头
镇龙凤村抢险救灾镇龙凤村抢险救灾

打造队伍 规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