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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 肖敏 徐晗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万寿
桥街道有个港务社区，这里人口密
集，2500 多户 5240 人中，外来务工
人员占 20%，主要居住在棚户区
内，老年人占 35% 以上，多是宜昌
港务、交运系统的退休职工，是个
典型的老旧社区。

如今，这个老旧社区，因为红十
字会的到来、扎根而面貌一新。

“对上眼”了才落户

老人盼着社区有食堂，外来务
工人员需要居家常用的维修工具，
残疾人康复器材不足……2016年 9
月，宜昌市红十字会基层调研来到
港务社区。

“当时听和看之后，感到这里
民生短板较突出，而社区自身能力
又有限，就准备在这里部署一个

‘博爱家园’项目。”市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杨继程说，秉持“人道、博
爱、奉献”精神的红十字会理应助
力。

这是港务社区干部、居民头一
次接触到红十字会和博爱家园项

目。
博爱家园以“推动社区治理、提

升社区能力、促进社区发展”为目
标，以“组织建设、自救互救、志愿服
务、人道传播”为主要内容。通过红
十字志愿者开展参与社区治理、生
命关爱、健康促进、人道传播等志愿
服务活动，为社区提供多种人道服
务。包括建设人道服务设施、社区
应急体系，开展应急演练，并可结合

“网格化管理”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
活动。

闻此消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耿艳难抑激动：“项目服务和
居民需求‘对上眼’了。”

博爱家园项目很快在港务社区
启动，并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开办晚霞食堂，购置 30 多
种便民工具，建成阳光健康家园、希
望家园等。

晚霞食堂解决了老年群体就餐
难问题，现在平均每天就餐人数达
50人。

“找准人”了好扎根

博爱家园项目落户后，港务社
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规定的程序成立社区红十
字会组织，耿艳被选为社区红十字
会会长。

“我不能做‘光杆司令’，只有找
对人了，社区红十字会才能扎根。”
耿艳上门拜访一些辖区单位，动员
其加入社区红十字会，成为会员。
同时，动员 10 多位热心居民入会，
参与社区红十字会的日常管理，领
头开展活动。

一些居民会员最初对交会费有
情绪。“加入红十字会，是希望得到
帮助的，哪晓得还要交会费贴钱进
去哟。”不过，居民魏光佩不一样，她
不仅主动交纳会费，还贡献特殊会
费。如此一来，不少居民会员也主
动起来。

在这个老旧小区，港前路的
居民反映环境问题较集中，但整
治需要拆除违章建筑，还路于民，
牵扯到部分居民和小摊贩商户的
利益。

社区充分依托红十字会员收集
相关信息，对那些实属生活困难而
摆摊的居民，帮其在附近菜场找摊
位安置。最终，赢得了居民信任，很
快拆除了违建。

“做得法”了方惠民

红十字精神的传承，志愿者队
伍是关键，包括水电工、教师、医生
等人士。

社区通过宣传招募和整合，成
立了港务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站，
注册志愿服务者人数由最初的 34
人，发展到目前的540人，其中党员
志愿者201人。志愿服务站链接了
文艺活动、文化宣传、道路护卫、颜
益绣坊、扶老助残、技术服务、医疗
保健、治安巡逻等8支志愿者分队，
纳入社区“五星志愿者”考评，让志
愿服务队伍葆有活力。

服务站设专门窗口，负责登记
居民的紧急救援、应急救护和人道
救助需求。如在血库告急时，积极
动员会员单位、会员到献血站献血。
目前，港务社区每年献血人数30余
人。冬游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类的红
十字会会员，去年动员协会 100 余
人参与献血。

提升应急自救能力是基层红十
字会的重要工作。港务社区围绕防
震减灾、消防逃生、应急避险、自救
互救、卫生健康等知识，推进应急救

护培训。社区红十字会成立 3 年
来，共组织开展50余场各类培训。

“自从社区基层红十字会组织
成立后，面对辖区突发事件致贫的
居民，不再手足无措，而是能有序开
展救助。”志愿者朱双祥感慨。

2018年，中南路社区网格员茅
永雯受重伤，港务社区通过基层红
十字组织仅两个小时就现场募善款
5000余元。

港务社区居民李芬修家中失
火，为帮助受灾老人，社区红十字会
发起募捐，两天时间共募得爱心衣
物139件、家具厨房用品若干，价值
4000余元。

作为社区和社区红十字会的负
责人，耿艳感触很深：“如果没有基
层红十字会，以及它的常规化管理，
救危解困的速度不会这么快。”

如今，港务社区基层红十字会
设立了人道救助金，使困难人群在
需要时都有资金可以救助。目前，
人道救助金的来源有：志愿服务队
——颜益绣坊作品义卖；居民家中
闲置品的义卖、义捐；热心公益人士
艺术品义卖、义捐；会员单位的善款
募集等。

老旧社区换新颜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港务社区博爱家园项目纪实

郑州救护培训进油田
本报讯 （郑红）近日，河南

省郑州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班走
进中原油田，向户外工作者传授
急救知识。郑州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中心成立于 2014年，急救知
识培训逾10万人次，接受培训的
学员已成功救护8人。

枞阳县保障县直机关长跑赛
本报讯（吴琳）12月8日，安

徽省铜陵市枞阳县县直机关举办
长跑赛，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在
沿途路线设置 6个服务点，30 余
名红十字救护员志愿者参与了现
场志愿服务保障。

鼓楼区救护培训进高校
本报讯 （陆玲）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会组织多
名救护培训师来到中国药科大学
开展初级救护员培训，233 名同
学参与培训并通过考核。

南票区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 （南红）近日，辽宁

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红十字会来到
高桥镇高城子村，开展定点扶贫
工作，走访慰问了5户贫困家庭，
并为他们送去红十字家庭箱。

宁化县发放护眼台灯
本报讯 （宁红）近日，福建

省三明市宁化县红十字会、县如
梦令公益协会、县图书馆在济村
中心学校举行护眼台灯发放仪
式。为该校 40 名贫困户和低保
户家庭子女送上价值 190元的护
眼台灯和课外书。

邻水县开展防艾宣传
本报讯 （邻红）近日，四川

省广安市邻水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卫生健康局、共青团邻水县委、县
鼎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邻水弘
仁妇女儿童医院等单位，开展防
艾宣传活动。来自全县城区 12
个单位的 96 名红十字志愿者参
加活动。

泰州开展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本报讯 （程新玲）近日，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在海陵区春
晖社区开展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
教育项目主题宣传活动，现场科
普避险逃生和自救互救知识。

泰兴开展养老照护知识培训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

省泰兴市红十字会在泰兴市慈济
养老服务中心开展养老照护知识
培训，普及养老照护知识，服务中
心管理人员、护工及部分在此居
住的老年人等50余人参加培训。

溧水爱心企业救助大病儿童
本报讯 （溧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来到一名大病儿童家中，将一
家爱心企业定向捐助的5万元送
到患儿父母手中。

灌云县开展养老照护培训
本报讯 （王丹丹）近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走
进县老年公寓，为42名护理人员
开展养老照护培训。

乌后旗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阿如娜）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后旗红
十字会在旗蒙古族小学举办应急
救护员培训班，蒙古族小学教师
和学生105人参训。

常熟开展助学活动
本报讯 （张承欢）近日，江

苏省常熟市红十字会在市世茂实
验小学举行“开关博爱助学基金”
发放仪式，向全市中小学 421 名
家庭困难的学生分别发放由常熟
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捐赠的 1000
元助学金。

长乐区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长红）近日，福建

省福州市长乐区红十字会在长乐
七中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250余名八年级学生参加。

肥西县培训4000名高一新生
本报讯 （张妍）近期，安徽

省合肥市肥西县红十字会结合军
训分 4批次 11场次，对近 2019年
4000 名高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
知识普及培训。

鄂州举办宣传工作培训班
本报讯 （杨俊）近日，湖北

省鄂州市红十字会举办全市红十
字系统宣传工作培训班。各区、
开发区、街道红十字会、各社区红
十字服务站、博爱家园、志愿服务
队通讯员20余人参加。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手跟我一起拔插销，用你右
手使劲往下按，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对准闪耀的火球！”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将秋冬季救援
防火技能以网红歌曲形式向社区居民演示和宣传，取得良好效果，深受
群众欢迎。 （王晨/文 张军/摄）

“消防Disco”

本报讯 （李松筠）11 月 15
日，上海七宝实验中学校长查建
生率 39名师生和 31名学生代表
组成的“七宝爱心公益”团队，赴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开展助学探
访活动。

16 日，七宝实中 30 个家庭、
10 名教师，在区红十字会、乡镇
基层干部陪同下，分 8组到 26个
贫困家庭中实地探访，进行入户
对接资助。

本次活动中，共有 70名学生
家长结对资助 46 名黄山区贫困
学生，每人资助 2000 至 3000 元，
共资助9.4万元。

5 年来，上海七宝实验中学
累计捐款40余万元，资助黄山区
数百名贫困学生。

本报讯 （七红）截至 10 月
30 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红十
字会完成 2019 年红十字生命健
康 安 全 教 育 项 目 所 有 活 动 内
容，包括救护员培训 24 期 1200
人、亲子讲座 4 期 2000 人、应急
演练 2 场 4600 人、主题宣传活
动 4 次 800 人、学校安全教育体

验活动 4 次 3000 人、公益讲座 2 次
500人。

2019 年 5 月，七台河市红十字
会启动 2019 年红十字生命健康安
全教育项目，项目内容包括救护员
培训、亲子讲座、应急演练、学校安
全教育体验活动、公益讲座、主题宣
传活动等6个方面。

本报讯 （雷陈嵘）“妈妈，天气
都变冷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1月19日下午，浙江省丽水市景宁
县大均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儿童陈学
生用学校新开通的“亲情电话”给远
在广东的妈妈打电话。

为了加强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沟
通，有效避免留守儿童产生孤僻性
格及心理障碍，浙江省红十字会携
手中国移动浙江分公司设立“关爱
留守儿童亲情热线”项目，留守儿童
较多的景宁县入选项目，为九龙乡
中心学校、沙湾镇中心学校、梧桐乡
中心学校、景南乡中心学校、红星小

学、澄照小学、大均小学7所学校分
别安装了1至2部亲情热线电话。

“亲情热线”开通以来，留守儿
童可以在学校直接拨通父母的电
话，第一时间告诉父母自己的喜悦
或烦恼，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把电话
打到“亲情热线”，来了解孩子的情
况。免费“亲情电话”让留守孩子与
父母沟通无障碍，孩子随时可以联
系父母，父母也随时可以了解孩子
的情况，孩子的心结在亲情沟通中
打开。

梧桐小学刘校长说：“‘亲情热
线’的开通，有助于推进家校结合，

留守孩子教育状况将会大大改善，
孩子们开心，家长们放心，老师也舒
心！”依托亲情热线电话平台，红十
字会的“博爱”理念融入到了学校教
育中。

项目实施至今，景宁县红十字
会共收到浙江省红十字会下拨的亲
情电话项目电话卡价值6.2万元。

下一步，景宁县红十字会将继
续积极对接省红会，努力将“亲情热
线”普及更多学校，为留守儿童与家
长沟通搭建起一座座“连心桥”，把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融入红十字会实
际工作中。

本报讯（西红）12月5日，陕
西省委宣传部、省委文明办等 10
个部门公布了 2019 年陕西省志
愿服务“四个最美（佳）”先进典型
名单。西安市“奔跑的红十字

‘救’在你身边，急救知识万人学”
宣教培训志愿服务项目获评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西安市红十字志
愿者王淼获评最美志愿者。

自 2016年起，西安市委文明
办和西安市红十字会连续4年联
合发文，在全市组织实施“奔跑的
红十字‘救’在你身边，急救知识
万人学”志愿服务项目，旨在向普
通群众进行现场应急救护知识公
益普及培训。项目以心肺复苏、
创伤救护、常见急症处理等为培

训主要内容。4年来共计开展普及
培训 1300 余场，受益群众近 20 万
人。2019年 1至 11月，共计开展普
及培训超过 550 场，普及人数超过
10万人。

该项目培训的红十字急救员
中，多人有成功救人的经验，灞桥区
教师王淼先后救护 10 余名突发急
症的马拉松选手和国外游客。

西安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市红十字会将持续深入推动“奔
跑的红十字‘救’在你身边，急救知
识万人学”活动，围绕民生服务实际
需求，开展形式多样、实效突出的志
愿服务活动，发挥好党和政府的人
道领域助手作用，为西安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贡献红十字力量。

本报讯 （涂文涛 郑强）12
月 9 日，湖北省咸宁市会议中心
大厅内，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 师 资 正 在 为 工 作 人 员 培 训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和
心肺复苏技能。刚参加完会议的
市委书记丁小强听说这个消息，
马上带着与会的市委副书记蒋星
华、副市长刘复兴等相关领导，来
到了培训现场。

培训现场，救护培训师资正
在演示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要
领。丁小强等认真观看，并纷纷
咨询急救相关知识，蒋星华还上
前进行心肺复苏实践操作。

丁小强仔细询问了徒手心肺
复苏的操作要点和 AED 使用的
注意事项。他表示，红十字会要
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以保护广大民众的生

命和健康为宗旨，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和人道救助活动，深入宣传应
急救护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开展应
急救护普及性培训。要逐步建立全
市应急救护培训网络与管理体系，
提高应急救护培训质量和管理水
平，打造有影响力的红十字应急救
护品牌。

丁小强说，应急救护培训是各
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要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各单位要将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列入单位议事日程，作为文
明单位创建的应有内容。要做好与
红十字会相关衔接工作，建立健全
常态化培训工作机制，积极支持配
合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
作，积极推动红十字救护培训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
关，不断提高应急救护培训知识在
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

本报讯 （方定元）12 月 9日上
午，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方家咀乡
伯仲桥村一组段仕舟家突发大火，
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及时到场灭
火。英山县红十字会得知灾情后，
立即下拨紧急生活物资，缓解了受
灾户困难。

9 日上午，熊熊大火从段仕舟
家屋里冒出，整个房子几乎被火焰
吞噬，房屋后面的山也被烧着。当
地近日天干物燥，形势十分危急。

“工作队带一部分人灭房子的
火，转移财产，我带一部分人到山上
灭火。要按平时训练的方法操作，注
意安全！”伯仲桥村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队长、村财经委员黄刚临危不乱。

“听说你们村农户家失火，县红
十字会准备了应急生活物资。”英山

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张晓华
得知情况后立即打来电话，一批应急
生活物资及时送到了受灾者家里。

“非常感谢县红十字会的援助
和培训！”谈到这次灾情处置时，伯
仲桥村支部书记段宗意说，“因为平
时进行了培训和训练，在危急关头
才能有效处理，充分体现了村两委
及群众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2018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
伯仲桥村实施博爱家园项目，多次
开展红十字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
并组建了一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伍，开展了多样化的公益性服务活
动，大力提升了防灾救灾、自救互
救、逃生避险、卫生健康、灾后重建
的知识和能力，有效改善易受损群
体的生活状况。

景宁县为留守儿童开通免费亲情电话

英山县红会救助火灾受灾户

咸宁市委书记参加应急救护培训

西安红会急救培训项目获“全省最佳”

本报讯 （临红）近日，山东
省临沂市红十字会召开众筹扶贫
大赛座谈会，对临沂市参加全国
红十字系统第二届众筹扶贫大赛
中表现突出、取得优异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进行集中表彰。

临沂市红十字会在第二届全
国红十字系统众筹扶贫大赛省级
赛和决赛中取得了1个全国赛三
等奖，省级赛 9个优秀项目，7个
优秀组织奖，6 个先进个人的好
成绩。其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番
薯棒”项目获得由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提供的 15 万元“博爱家园·
生计保护”项目的生计扶贫资金。

临沂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迟
明丛表示，市红十字会今后在工作
中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作为红十字工作的着
力点，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赢得
群众口碑；要积极搭建公益平台，深
化红十字参与巩固扶贫脱贫新模
式，巩固和发展具有临沂红十字特
色的“脱贫带头人+农业合作社+贫
困群众+电商众筹扶贫”的脱贫道
路，切实帮助基层群众增收；要抓住
机遇，改革创新，做实做好主责主
业，努力实现“建队伍、创品牌、出成
效”的工作目标。

临沂红会召开众筹扶贫大赛座谈会

七台河完成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
培训救护员1200人，4600人参与应急演练

上海“七宝爱心公益”
资助黄山区46名贫困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