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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由内江市红十字会提供

“五人集体”挺进“全国先进”
——“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四川省内江市红十字会工作纪实

多次参加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紧急挽救老人生
命的红十字志愿者；因为信
任，十年来总是第一时间到
红十字会捐款献爱心的八
旬老人；不幸离世后捐献眼
角膜和器官，用实际行动践
行“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的普通人。

这一个个鲜活生动的
故事正是四川省内江红十
字事业不断发展的真实写
照。无论是在突发自然灾
害现场、脱贫攻坚主战场，
还是寻常的大街小巷、医院
学校，内江的志愿者、普通
群众和红十字会工作者用
心播撒爱的种子，积极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书
写了内江红十字事业发展
的新篇章。

“没有边缘化的部
门 ，只 有 边 缘 化 的 心
态。”

“5”——这个数字
是截至目前内江市红十
字会全体干部职工的数
量。

5 人，市红十字会
总人数不及某些单位一
个部门人数，每个人还
要身兼“数职”；5人，他
们的工作却不少，既要
开展救灾备灾、人道救
助工作，也要开展应急
救护培训、志愿服务，还
要开展脱贫攻坚、交流
合作等。

“没有边缘化的部
门 ，只 有 边 缘 化 的 心
态。”在内江市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邓文华看
来，单位“麻雀虽小，五
脏六腑俱全”，为民服务
的初心和任何一个市级
部门都是一样的。“虽然
人少，但只要一盘棋、一
条心、一股劲做好本职
工作，发挥党和政府在
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
服务好群众，就能赢得
社会认可。”

他们把担当书写在
急救培训课堂上。近五
年，市红十字会培训救

护员 2.67 万人，普及培训
35 万人，2018 年、2019 年
完成率居全省排名第一。
救护员中涌现出许多“李
旻鹏”，他们用自己学到的
应急救护培训知识，紧急
挽救了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

他们把担当书写在校
园安全里。在内江第十小
学校涂鸦墙前，学生们用稚
嫩的笔描绘出自己心中的
红十字。孩子们对红十字
的理解，源于内江市红十字
会在学校实施红十字生命
健康安全教育项目、生命安
全体验教室项目，将体验式
救护培训引入内江，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掌握
了生命健康安全知识。

他们把担当书写在突
发自然灾害现场。今年 9
月，威远 5.4 级地震发生
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全员出动，第一
时间把红十字会救灾物资
送往灾区，支持当地救灾
工作。一个个红十字帐篷
在灾区搭建起来，有效保
障了灾区群众的基本生
活。

勇担使命，这个“五人
集体”以行动构筑起“红十
字”靓丽的底色。

勇担使命的“红”

真挚为民的“红”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4081”——这是内江

市红十字会 2018 年参加
“99”公益，筹资资助孤儿
和事实孤儿、贫困学生和
留守儿童的受益人数。

“看着捐款一点一滴
汇聚，我好像看到了撑起一
个个困难家庭的希望。”亲
历了这次活动的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罗德育说，他们
和所有人一样，希望为孤
儿、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做
些有益的事，让孩子们能够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2018 年，内江市红十
字会通过“99”公益日共筹
资 58万元，筹资额居全省
红会系统第一；2019 年，

“99”公益筹资 325 万元，
筹资额再次居于全省红会
系统第一。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句
话用来形容内江市红十字
会开展公益事业再贴切不
过了！

当人们不理解人体器
官、遗体组织捐献工作时，
内江市、县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率先带头登记成志愿
者，带动越来越多人加入
到生命关怀的队伍中。仅
2019年，内江新增人体器
官和遗体组织捐献登记志
愿者达 1313人，五年里已
成功捐献器官、遗体组织

29人，挽救了众多宝贵的
生命。

当志愿服务成为文明
城市的衡量指针时，市红十
字会主动担当作为，推进红
十字志愿服务工作，成立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 18支，带
头开展公益星期六广场活
动、造血干细胞和无偿献
血、创建卫生城市、关怀留
守儿童等志愿服务活动，一
年服务时间数累计 3万余
小时，涌现出如市中区云安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李寻觅等先进集体和个人，
为甜城大地汇聚了爱的力
量、德的力量。

当遇到人少事多时，市
十字会干部职工没有退缩。
在参与脱贫攻坚对口帮扶
时，职工较少的市红十字会
还是下派职工谢明洪驻资
中县双龙镇中棚村开展帮
扶。因成绩明显，内江市红
十字会在省红十字系统聚
力脱贫攻坚现场会作交流
发言。谢明洪说：“我们希
望把红十字事业发展与精
准扶贫事业相结合，凝聚人
道力量，尽一份力量，展现
红会干部职工的精气神！”

“带头担当作为才能
带动更多人想在一处、干在
一处。”在邓文华看来，这就
是他们开展工作的秘诀。

真挚为民，这个“五人
集体”以担当生动诠释了

“红十字”精神内涵。

开拓进取的“红”
“开放交流，才能扩大

红十字会的‘朋友圈’。”
“1144 万 ”—— 这 是

在省红十字会的支持帮助
下，内江市通过与国内外
红十字会及兄弟市（州）红
十字会开展对外交流，近
年来接受援助资金的数
字。

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主
任黄永茂亲历了内江市红
十字会“朋友圈”不断扩
大，有澳大利亚红十字会、
新加坡红十字会、澳门红
十字会、香港红十字会、苏
州红十字会，还有全省其
他兄弟市（州）红十字会
等。

“开展交流合作才能
结出累累硕果，造福内江
一方群众。”邓文华说，市
红十字会不仅专注埋头苦
干，也注重“走出去、请进
来”，凝聚更多力量共同抓
好内江生命关爱、人道救
助、救灾备灾等工作，真心
关爱群众。

新加坡红十字会援建
东兴区新店乡双流村博爱

家园项目，紧扣脱贫攻坚
工作，利用有限资金修建
应急避险广场、小型备灾
中心、便民路等，极大改善
了这个贫困村的基础设
施，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从村道修好后，交
通方便了，产业也发展起
来了，村里脱贫了，大家日
子越过越好！”提起“博爱
家园”，双流村村民陈玉祥
赞不绝口。2019 年 6 月，
双流村“博爱家园”项目被
中国红十字总会评为“助
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

近年来，内江市红十
字会先后完成 223 个近
1.1亿元灾后重建、社区备
灾项目，为内江救灾备灾
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
时，大力开展“红十字博爱
送万家”、春节送温暖、博
爱助医等活动，受益群众
近4万人。

开拓进取，这个“五人
集体”以开放之姿，让“红
十字”更加深入人心。

坚守初心的“红”
“努力把初心使命融

入红十字事业发展！”
“35 万”——一个饱

含服务为民的真情数字。
2018 年，内江市红十

字会将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普查纳入市委、市政府“十
有民生”实事，与市教育
局、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
从 35万儿童中，普查出先
天性心脏病儿童 110 人，
积极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争取天使阳光基金，实施
有救助。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市红
十字会干部职工多次深入
一线，密切关注确诊为先
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最新情
况，并不定期回访。他们
走访发现，个别儿童虽已
确诊，但因其家庭经济困
难，没有及时救治，便主动
上门、耐心做思想工作，积
极帮他们争取救治基金，
以减轻家庭负担。

今年 10月，隆昌市金
鹅镇飞泉村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的儿童婷婷（化名），
获得市红十字会为她争取
到的 3万元天使阳光救助
金，有效减轻了治病费用
负担。婷婷家长动情地对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

“感谢你们的帮助，让孩子
们未来的生活充满了阳
光！”

这样的救助故事还有
很多。

“社会上还有很多
贫困患儿，我们积极努
力播撒爱的种子，把“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传递到社会的
每 个 角 落 ，温 暖 更 多
人。”邓文华说，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他
们着力夯实网络筹资平
台建设，加强志愿服务
队伍管理，提升红十字
会公信力，用心服务群
众，积极投身灾后恢复
重建等重点工作，努力
把初心使命融入红十字
事业发展中。

“我们愿意助力内
江提升公益事业发展水
平，造福内江人民！”今
年 7 月，联合国全球传
播部民间社会股主任、
第 67 届联合国公益组
织大会联席主席哈瓦·
迪亚洛来内江考察时，
对内江在探索发展公益
事业赋能女性创业、消
除贫困、社会创新和“魔
豆妈妈”创业扶贫项目
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效十
分钦佩。由此，内江红
十字公益事业美名传播
得更远。

坚守初心，这个“五
人集体”以清正廉洁为
底线，凝聚人道力量、保
护生命健康，书写出更
加精彩的人道公益事业
内江篇章。

▲2019年9月，内江市红十字会获得“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

▲2018年，举办5·8世界红十字日活动

▲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

▲组织举办“魔豆妈妈”扶贫创业大赛，助力贫困
女性创业

▲每年3月15日，组织师资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教授市民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联合国公益组织代表团考察内江“魔豆妈妈”烙
画创业情况

▲内江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拓展训练 ▲2019年，99公益万达广场现场募捐点，志愿者们
排队捐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