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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本报讯 （凤红）近日，辽宁
省丹东市凤城市委召开常委会，
听取市红十字会工作汇报，对红
十字会今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助推红十字事业发展。

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是以
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关于促进
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全面加
强红十字会工作；二是推进红十

字会体制机制建设，决定明年三月
召开市红十字会换届大会；三是同
意市红十字会申报中国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基地建设项目，提供基地建
设场所，提供财政配套资金维持基
地建成后运行和管理；四是决定建
立凤城市遗体捐献纪念碑，倡导社
会新风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凤城市委常委会研究红十字会工作
作出四项决定，助推红十字事业发展

信阳开展红会送医计划
本报讯 （信红）11 月 8 日至

9 日，河南省信阳市红十字会在
固始县南大桥乡卫生院开展“红
会送医计划”志愿活动。

武宁志愿者护航马拉松
本报讯 （武红）11 月 3 日，

“山水武宁杯”半程马拉松赛开
赛，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红十字
会组织 27 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
赛事应急救护服务。

南安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南红）11月6日，福

建省南安市红十字会第十三、十
四场“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
分别走进南安南丰纺织有限公司
和泉工机械公司。

樟树为志愿者开展救护培训
本报讯 （樟红）近日，江西

省樟树市红十字会为 72 名志愿
者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这是该市
今年为志愿者群体开设的第二期
专场救护培训。

鼓楼区培训社区救护员
本报讯（鼓红）11月15日，江

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会启动
社区初级救护员培训，计划用三年
时间对全区13个街道120个社区
的2000余名志愿者实行全员培训。

长丰县纪检干部学救护
本报讯 （长红）11 月 13 日，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红十字会为
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长丰县各镇各部门纪检办
案人员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西湖区举办救护师资培训班
本报讯 （娄秀芳）近日，浙

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红十字会举办
2019年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40
名学员参加培训。

新建区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新红）近日，江西

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分别为
飞马红十字救援分队、江西中车
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两期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共 100 余
名队员和职工参加培训。

青白江区救护培训走进邻里节
本报讯 （青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红十字会走进
区第六届“邻里节”，开展应急救
护技能体验、红十字有奖知识问
答和“三献”宣传等活动。

南通救护培训进野生动物园
本报讯 （赵伟宁）近日，由

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南通市
禁毒办联合举办的红十字应急救
护技能培训志愿服务活动来到南
通森林野生动物园，该园全体员
工及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海拉尔区党员慰问困难户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
十字会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慰问了
生活困难的低保户、孤老户、大病
家庭、残疾人家庭等 5 户困难家
庭，并送去米、面、油等物资。

梁平区慰问帮扶贫困户
本报讯（李羡权）近日，重庆

市梁平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唐满
涛带领机关干部一行 3 人，深入
定点帮扶的复平镇大龙村，走访
慰问 6 户帮扶贫困户，并为他们
送去价值2000余元的慰问品。

六合区助力“南马”
本报讯 （潘启兵）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受组
委会邀请，参与南京马拉松暨全
国马拉松锦标赛志愿服务工作。

游仙区发放博爱家园生计金
本报讯（岳丽蓉）近日，四川

省绵阳市游仙区红十字会为白蝉
镇王家寨子村12户困难群众发放
第三轮博爱家园项目生计金11.7
万元，帮扶当地群众发展养殖业。

黎川县开展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胡洁）11月3日，江

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红十字会联合
日峰镇、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
游局开展应急救护持证培训，来
自各文化舞蹈团、公共文化讲解
员等120余人参加培训。

通州区举办供水救援演练
本报讯 （通红）11 月 8 日至

11日，北京市通州区红十字会举
办供水与大众卫生救援队业务培
训和实景演练，来自区红十字会
和中保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
15名志愿者参加培训。

■ 皖红

“大姐，来一碗豆腐脑！”
“好嘞！”
62 岁的蒋同扣应声将豆腐脑

盛入碗中，浇上一勺热卤，洒上香
菜、花生碎，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端上了桌。

安徽省合肥市梨花巷这个早点
摊很不起眼，但蒋同扣的善举却温
暖了很多人。

老人儿童免费吃

梨花巷是合肥市著名小吃街，
蒋同扣的豆腐脑摊就在这里。长约
2 米的手推车上，挂着一条红色条
幅：“80岁以上老人免费 10岁以下
儿童免费 携带献血证者免费。”

“早上6点出摊，一天能卖五六
十碗。”蒋同扣说，她每天凌晨 2 点
起床，洗豆子，拣豆壳，做豆腐脑，清

晨 5 点多推着手推车出门卖豆腐
脑。

怎么判断老人和儿童的年龄？
蒋同扣说：“靠直觉，不用凭证！”

“她家豆腐脑口味好，我隔一两
天就要过来买。”78岁的姚奶奶说：

“她不收钱，但我坚持给。她自己条
件并不好，我们能吃到这么好的豆
腐脑就很高兴了。”

除了条幅上写的三类人，残疾
人士或衣着破旧的人来吃豆腐脑，
蒋同扣也不收钱：“我觉得他们很不
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蒋同扣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印在
条幅上。有的顾客腿脚不便，打个
电话，她就把豆腐脑送上门。

梨花巷毗邻中国科技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每天上
午 9 点半，蒋同扣会把豆腐脑送到
医院内的献血车上。每周一至周
四，她还会把豆腐脑送到医院对面

的献血屋里。
蒋同扣说：“无偿献血，挽救生

命，我能为献血者、志愿者和工作人
员送上一碗免费豆腐脑，也是在做
好事。”

做好事是儿子的建议

一碗豆腐脑 3 元钱，每天送出
去的豆腐脑大约 20 碗，合计 60 元
钱。对蒋同扣来说，这不是个小数
字。蒋同扣租住在梨花巷一间 10
余平方米的屋子里，月租金300元。
她生活非常节俭，一件衣服穿了十
几年，午饭经常是芋头和玉米。

生活并不宽裕的蒋同扣为什么
要做“傻事”？她说出了埋藏在心里
的秘密。

1982 年，蒋同扣的儿子出生；
1984年，丈夫患病，自此一病不起。
蒋同扣不仅要照顾幼小的孩子，还
要照顾患病的丈夫，生活的重担全

压在她身上，日子过得艰难压抑。
做保洁、卖冰棒、卖臭豆腐……

蒋同扣苦苦支撑着这个家的同时，
街道社区给了她很多帮助。1998
年，丈夫去世了，她每天仍旧起早贪
黑地干，供儿子读书。后来，孩子考
上大学，成为一名律师。

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蒋同扣
很欣慰。“儿子说，‘妈妈，你不要那
么辛苦了。’但是我不能停下呀，儿
子没有房子，也没有结婚。儿子又
说，‘妈妈，如果你要干，你就多做好
事，卖小吃不要收老人孩子的钱。’”

儿子结婚后，蒋同扣没什么压
力了。2017 年，她学会了做豆腐
脑，想出了一个做好事的办法——
老人小孩、献血者、志愿者免费吃。

蒋同扣的豆腐脑摊每月毛收入
三四千元，除去成本、房租，剩不下
几个钱。“累是累一点，但能为别人
做点好事，我觉得很幸福。”她说。

已签署遗体捐献协议

“她生活勤俭朴素，为人善良热
心，还常常和我们一起参加志愿活
动。”合肥经开区“三献”志愿服务爱
心社志愿者许安江说，蒋同扣常去
敬老院参加助老活动，也到火车站
帮助老弱病残的人扛行李，还资助
贫困学生，“今年夏天，她资助了高
刘小学一名女孩，花了 2000多块钱
给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和文具”。

去年 3 月，蒋同扣做了一个让
家人震惊的决定——去世后无偿捐
献遗体。

“签署协议时，孩子哭了，他的
心情我能理解。”蒋同扣说：“其实
10 多年前我就有这个想法。我没
文化，也没啥本事，一直忙忙碌碌，
对社会没什么贡献。去世后捐献遗
体，不管是救人还是搞研究，都能发
挥一点作用，这就是我的幸福了。”

80岁以上老人、10岁以下儿童、携带献血证者全免费

这个卖早点的大姐火了

11月10日，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走进光孝律寺，为全市寺院的主
持和法师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并重点讲解了火灾现场避险逃生以及烧烫
伤的处理。 （程新玲）

“救命招”进寺院

■ 杨霏

今年 70岁的盖秀芝老人，家住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道九三
社区。在过去的20余年里，她累计
捐款12万余元，先后帮助60余名孤
儿完成学业，为这些身处困境的孩
子铺就了一条“希望之路”。

帮贫困孩子圆读书梦

1998年，我国多地发生特大洪
灾，当时月退休金只有 500 元的盖
秀芝，第一时间赶到红十字会捐款
1000元，成为大连市向灾区捐款第
一人。“爱不分远近，我应该尽己所
能帮他们一把。”她说。

2000年，盖秀芝开始资助一名
名叫刘彩虹的高中生。刘彩虹 17
岁，学习成绩优异，父母双亡，弟弟

还在上小学，家庭十分困难。盖秀
芝承担了姐弟俩的全部学习费用，
在她的资助下，刘彩虹顺利完成大
学学业。

资助刘彩虹的同时，盖秀芝了
解到16岁孤儿高景丹成绩优异，因
家庭困难即将辍学，她又开始资助
高景丹。后来，高景丹考取了全国
重点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软件开
发工程师，受盖秀芝影响，也资助了
2名贫困学生。

盖秀芝不仅资助辽宁省内的贫
困学生，还资助了远在贵州省遵义
县的 2名学生。在过去的 20余年，
她先后资助 60 余名贫困学生完成
学业。

祖孙四人“爱的较量”

盖秀芝的家境并不富裕，她是

一名普通退休工人，每月退休金只
有 3100元，却拿出三分之一捐资助
学。每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前
后，她都会向红十字会捐款，今年捐
出了3300元。

盖秀芝的爱心影响了全家人，
老人的孙女、孙子和外孙女也加入
了公益行列。

盖秀芝的孙女从 2000年至今，
累计捐出善款 7 万余元；2008 年汶
川发生大地震，4 岁的外孙女和姥
姥一起去红十字会献爱心，获得了
人生第一张捐款证书。最小的孙子
也不甘示弱，每年都拿出自己的压
岁钱，资助困难家庭的小朋友。

看着两个姐姐获得的一摞摞捐
助证书，小家伙眼红得不得了，他
说：“总有一天我要超过姐姐！”

七旬奶奶铺就“希望之路”
——记“感动大连市西岗区红十字人物”盖秀芝

本报讯（石红）11月7日，河北
省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一行 20 余人，来到本年度“红
十字志愿服务进老区”活动最后一
站——灵寿县陈庄镇，为老区群众
送去温暖。至此，市红十字会“红十
字志愿服务进老区”系列活动圆满
收官。

在陈庄镇，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为 80 余名困难学生送

上书包和爱心物资，将筹集的面
粉、油送到 10 户困难户手中，总价
值 2000余元。

近年来，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深入革命老区贫困村，开展“红十
字志愿服务进老区”系列活动，内
容包括坚持扶危济困、义诊巡诊，
宣传党的政策、法律知识，解读救
助政策、传播红十字精神等，深受
老区群众欢迎。

市 红 十 字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红十字志愿服务进老区”系列
活动已开展三年，全市13支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和4个志愿服务工作站
参与，共开展活动近 50 次，参与志
愿者500余人次，行程7000余公里，
服务时长 3100余小时，为老区贫困
群众送去价值 22 万余元的爱心款
物，近万人受益。

本报讯（慈红）近日，2019年
宁波国际马拉松赛开赛，浙江省慈
溪市红十字会担任赛事急救保障
任务。比赛中，红十字志愿者王敏
权用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挽救
了一名心脏骤停选手的生命。

当时，王敏权和队友正在距
离终点数百米处巡逻，忽然听到
对讲机传来紧急呼叫：“在终点线
前 200米处有一名参赛小伙子倒
地，急需救助！”

王敏权立即带着AED赶到现
场。此时，慈溪市红十字会救护师
资徐孟柯正给男子实施胸外按压。

王敏权迅速取出AED，和同伴对男
子展开急救。

在一次电击除颤后，男子恢复
了心跳。但在大家以为急救成功
时，该男子的心跳又消失了。大家
立即对该男子实施第二次 AED 除
颤，男子心跳终于再次恢复，意识逐
渐出现。随后，该男子被送往医院
做进一步治疗。

当天，在同一公里段处还发生
另一起运动员倒地事件。该运动员
有呼吸、心跳，但无意识，属于典型
的低钠血症，经志愿者和急救医生
及时处理，也顺利恢复了意识。

本报讯 （杨霏）近日，辽宁
省大连市西岗区红十字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区红十字会近年来
为辖区单位订阅《中国红十字报》
和《博爱》月刊，做到了“五个全覆
盖”，即街道社区全覆盖、中小学
校全覆盖、团体会员单位全覆盖、
红十字理事全覆盖、区委区政府
领导全覆盖。

西岗区红十字会多年来始终坚
持“用‘一报一刊’传播红十字声音、
讲好红十字故事”的原则，不断增加
红十字报刊征订数量，努力拓宽订
阅范围，力争覆盖辖区每个企事业
单位和相关工作人员。区红十字会
还注重用“一报一刊”指导本级和基
层工作开展，不断提高红十字会的
社会影响力。

石家庄红会“志愿服务进老区”活动收官
3年来500余人次参与，发放款物总价值22万余元，近万人受益

西岗区红会报刊征订实现“五个全覆盖”

“救命神器”立大功
慈溪红十字志愿者助力宁波国际马拉松赛

本报讯 （何佳妮）近日，浙
江省杭州市星洲小学开展“红十
字青少年捐冬衣”活动，共捐出
1700 余件衣物、30 余床新棉被。
这批衣物将邮寄至西藏自治区林
周县松盘乡。

松盘乡山岭陡峭，平均海拔
4200 米，114 平方公里只有 4000

名常住人口，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
居贫困乡。

星洲小学捐冬衣活动已连续开
展 13 年，得到全校师生的积极响
应。冬衣里还藏着孩子们给西藏小
朋友的惊喜，有的是一张写着祝福
的小卡片，有的放进一包奶糖，还有
的悄悄塞进自己省下的零花钱。

本报讯（南红）11月5日，江
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召开市直红
十字会报刊宣传工作会议，传达
上级会议和报刊宣传工作的文件
精神，部署 2020 年《中国红十字
报》《博爱》杂志征订和红十字宣
传工作。

会议回顾总结了今年以来南
通市红十字会系统取得的特色亮
点工作，通报了市红十字会系统
在红十字报刊宣传工作中取得的
成绩。南通市红十字会、通州区
红十字会分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报刊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特等奖、
一等奖，海门市、海安县等5家单
位荣获宣传先进集体三等奖，2
名工作人员获评宣传先进个人。
市红十字会系统有多篇（幅）稿件

被《中国红十字报》等省级以上报刊
刊用。

南通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尤春表示，市直各单位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具体
要求，抓好基层红十字会人与阵地
的融合宣传，在做好“一报一刊”征
订工作的同时，注重提升红十字宣
传能力，不断营造红十字宣传大格
局，提升红十字会公信力。

会上还为部分报刊宣传工作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全国红十字防灾
减灾知识竞赛最佳组织获奖单位和
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来自市直医院、大中专院校和
中学红十字会的 38 名兼职干部参
加会议。

南通红会召开报刊宣传工作会议

杭州星洲小学连续13年向西藏捐衣

本报讯 （瑞红）11 月 19 日，浙
江省瑞安市第二批自动体外除颤器
发放暨首批“流动 AED”启动仪式
在市消防救援大队举行。市政府副
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张蕙娜出席
活动，为各设置点代表发放AED。

瑞安市红十字会今年共在全市
安装10台AED，除了瑞安市第十中
学、瑞安市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陶
山高速服务区、瑞安市看守所 4 个
固定点外，瑞安市消防救援大队、马
屿消防中队、塘下消防中队、民安公

益救援中心、叁叁零公益救援中心
也领到了“救命神器”。

“以前遇到过受困人员现场发
生心脏骤停的案例，只能进行徒手
心肺复苏。现在有了流动AED，可
以立即进行现场心脏除颤，患者的
生命安全更有保障了。”瑞安市消防
救援大队大队长杨亦坤说。

瑞安首批“流动AED”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