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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骜 王霄）近日，北
京市西城区女孩张景霖把自己攒下
的 1 万元压岁钱捐给区红十字会，
作为自己18岁生日的“成人礼”。

11月22日中午，张景霖在家人
陪伴下从学校赶到西城区红十字
会，将年初攒下的 1 万元双手递交
给工作人员，用于帮助困难家庭。
西城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王志东为其颁发感谢状和捐赠
发票，并致成人贺词。

王志东表示，在今天这样一个
特殊的日子，张景霖选择了这样一
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庆祝自己的成

人礼，令我们钦佩和感谢。希望她
守住优秀和善良，永远做一个对自
己和家庭负责任的人。

张景霖的妈妈说，在生活中，
女儿对自己很“小气”，给自己买的
衣服、鞋子都是一二百块钱的，从
不追求什么名牌。张景霖品学兼
优，身兼班长和校团委副书记等多
个职务，曾组织发动同学们到社区
里的“温馨家园”，与同龄的残疾朋
友联谊、搞活动。热心参加公益的
张景霖多次捐款，至今已捐出几万
元。

张景霖和西城区红十字会“结

缘”于 2017 年，她在妈妈的带领下
来到区红十字会，捐出自己的积蓄，
资助了大栅栏地区一名考上北京大
学的家庭困难学生，并承诺将连续
四年每年捐助该生 5000元学费，帮
助其完成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业。目
前，该同学在张景霖资助下，已升入
大学三年级。

西城区红十字会副会长李爱香
介绍，区红十字会每年都会举办定
向捐资助学活动，为社会爱心人士
搭建平台，传播红十字精神，传递社
会正能量，让更多学业优异的孩子，
不因经济原因而失学。

（上接一版）
博爱家园生计金每年向每户

提供 1 万元借款，因为要保证滚
动发展，要求申请者一年后必须
全额归还，因此对申请者的审核
非常严格。

“必须 30余名村民代表和村
博爱家园项目理事会成员全员通
过，才能给最需要的人发放生计
金。”陆隆志说，根据群众意愿，
经过三轮会议，最后确定了10名
帮扶人选并进行公示，付荣华是
其中之一。

如今，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各
方帮助，付荣华的养蚕事业走上
了正轨。去年，他养蚕床33张，今
年又养了 70 张，年收益近 10 万
元。

在力建村，像付荣华一样通
过博爱家园生计金的帮助走上致
富路的村民还有很多。“目前，博
爱家园 10 万元生计金已帮助当
地 30 户村民创收。”陆隆志说。
其中 6 户贫困户已于 2017 年脱
贫，户均增收 3000元。三轮帮扶
受助户 30户，爱心回馈 6300元，
全部用于该村防灾减灾用品购
置。博爱家园项目整体性及关联
性较强，有效实现了困难群众稳
步增收致富。

培训赋能，予民所需

9 月的力建村，连续下了近
一个月的雨。其间，已经退休的
陆隆志被村委会邀请前往村会议

室，给30余名家住易滑坡点的村民
讲解防汛防滑知识。

“石泉县常年多雨，一到秋天
常常阴雨连绵，村子不少地方面临
滑坡的危险。”因为一直负责博爱
家园项目，组织过多场培训，陆隆
志对防震减灾、应急救护等知识了
解颇多。

“博爱家园的工作方向全部根
据村民意愿确定。”陆隆志说，正是
因为贴合村民需求，大家的积极性
普遍较高，“每次培训，村里能容纳
100余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

2016年，石泉县疾控中心专家
为近百名群众讲解常见慢性病（高
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肠道疾病）的
治疗预防方法，力建村村民主动报
名参加。每到养殖技术培训，村会
议室的楼道里都站满了人。

截至目前，博爱家园项目共在
力建村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8 次、防
震减灾培训 4 次、卫生健康及疾病
预防培训活动4次、养殖技术培训6
次，70 余人初步掌握了心肺复苏、
止血包扎、肢体固定、伤员搬运技
能，120余人掌握了养蚕等技术，60
余名志愿者初步掌握了红十字知
识、志愿者服务管理以及应急救护
等技能。

“该项目传播和弘扬了红十字
精神，提高了群众和社区的防灾减
灾能力，加强和锻炼了基层红十字
会的组织能力，助力脱贫攻坚，促进
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李伦依如此评
价力建村博爱家园项目。

舟山开展绳索救援技能演练
本报讯 （蒋朝进）近日，浙

江省舟山市红十字会首次绳索救
援技能演练活动在展茅街道公岙
村举行。来自市红十字水（海）上
救援队、民安救援队、蓝天救援队
的17名队员参加为期5天的演练
活动。

南通举办同伴教育师资培训班
本报讯 （陆洋）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红十字会举办艾滋病防
治知识传播校园行青年同伴教育
主持人师资培训班。来自南通大
学、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通
旅游中专的30名学员参加培训。

萍乡举行器官捐献者骨灰安放仪式
本报讯 （萍红）近日，江西

省萍乡市红十字会联合萍乡人文
公园发展有限公司，在萍乡生命
之花纪念园举行器官捐献者骨灰
安放仪式。

赣州培训近千名公交驾驶员
本报讯 （严小梅）近日，江

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公共
交通总公司为近千名公交驾驶员
开展为期 10 天的红十字救护员
培训。

泰兴开展养老照护志愿服务
本报讯 （姜睿）近日，江苏

省泰兴市红十字会养老照护志愿
服务队 10 名志愿者深入博爱家
园，开展入户养老照护志愿服务，
为 50余名 60岁以上老人开展义
诊和健康知识讲解。

通州区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班
本报讯 （通红）近日，北京

市通州区红十字会组织各乡镇、
街道红十字会秘书长及区红十字
会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应急救护技
能培训，31名学员全部合格并取
得应急救护技能证书。

闻喜县举办应急救护比赛
本报讯 （闻红）近日，山西

省运城市闻喜县红十字会联合闻
喜县苗圃幼儿园举办保育教师心
肺复苏、创伤四项技术技能赛，12
名教师参加技能赛。

鄂州未成年人学救护
本报讯 （郭怀德）近日，湖

北省鄂州市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联合火
车站社区红十字站开展红十字宣
传和应急救护知识讲座，60余名
未成年人参加。

承德举办养老护理员培训班
本报讯 （承红）近日，河北

省承德市红十字会举办首期养老
护理员培训班，来自全市各县市
区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人员、护理
人员、红十字养老服务志愿者共
39名学员参加培训。

荥阳开展养老助老志愿服务
本报讯 （荥红）近日，河南

省荥阳市红十字会组织 35 名红
十字志愿者走进荥阳市五福居敬
老院，开展养老助老志愿服务活
动。

乌中旗救护培训进老年大学
本报讯 （乌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
红十字会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师资
走进海流图镇西郊社区，为老年
大学 40 余名学员开展应急救护
知识培训。

泸溪县救护培训进消防中队
本报讯 （戴会婷）近日，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红十字会为消防中队官兵进行
了应急救护知识培训。24 名消
防官兵通过考核，获得救护员证
书。

乌鲁木齐举办救护骨干提高班
本报讯 （乌红）近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红十字
会举办 2019 年应急救护志愿者
骨干提高班，来自乌鲁木齐市红
十字会系统的 50 余名骨干志愿
者参加培训。

漳浦县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林欢初）近日，福

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红十字会开展
应急救护持证培训，漳州市众益
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20 名队员参
加培训。

忠县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刘荣琼）近日，重

庆市忠县红十字会走进忠县蓝天
环境有限公司，为 139 名蓝天环
境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和一线作业
人员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 潘晓惠

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
域的工作助手，面对灾害，红十字人
应如何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福建
省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胡晓强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
案。

2005年上任以来，每当有灾情
发生，胡晓强总是身先士卒，带领工
作人员奔赴一线，用抗灾抢险、赈济
救助的实绩践行了“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诠释了“强”字的
涵义。

日常防灾 强而有力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台风、暴
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车祸、
火灾、溺水等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

减灾备灾是红十字会的重要工
作。胡晓强到任后，立即组织制订
了抢险救灾、救急救难的应急预案
和一系列规章制度，做到备灾有章
可循。

同时，福州市红十字会积极筹
集资金、物资，常年储备应急资金
100万元、物资价值50万元以上，并
每年组织抢险救灾桌面推演和实地
演练，组建了水上、山地应急救援志
愿服务队11支，形成了“龙系列”水
上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品牌，做到有
备无患。

胡晓强多方奔走，反复协调，在
福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市财政及
闽侯县政府大力支持下，福州市建
成了占地23亩、全省红十字系统规
模最大的红十字备灾救灾仓库和应
急救援中心。

2018年，福州市红十字会成功
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水、陆、空抢险
救灾综合演练，得到了省、市有关部
门充分肯定。

近年来，在胡晓强组织带领下，
市红十字会共募集款物价值 3.6亿
余元，先后救助受灾和困难群众 5
万多户、20多万人次。

应急救援 强而有效

每当灾害发生，胡晓强总是冲
在抢险抗灾和赈募救助的一线。

2005年10月，超强台风“龙王”
袭击福州，刚刚上任的胡晓强在灾
情发生1个多小时后，于凌晨5点带
着一车方便食品、饮用水和服装等
应急物资，奔赴灾情最严重的闽侯
青口大义村，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2008 年“5 · 12”汶川大地震发
生时，胡晓强顾不上正在备战高考
的双胞胎儿子，连续20多天吃住在
办公室，一面组织募捐和接受款物，
一面调配应急救援物资送往灾区。

在此期间，胡晓强组织福州百
名厨师携带米、面、油、菜等物资奔
赴汶川震中地区开设“爱心食堂”，

确保震后的紧急时期，让四川安县、
北川近千名灾民吃上热菜热饭。此
举得到国务院调研组和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工作组充分肯定和推广。

2016 年 7 月 9 日，台风“尼伯
特”登陆，在办公室应急值班整夜未
眠的胡晓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10
日一早便带着抢险救援队伍和价值
30 万元的面包、饮用水等应急物
资，冒着大雨，爬山涉水，将应急食
物送到灾情最严重的闽清六都医院
200 余名住院病人和受灾群众手
中。

随后，胡晓强联系新闻媒体向
社会各界发出《为闽清、永泰灾区捐
款捐物倡议书》，并立即向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和福建省红十字会上报
灾情，争取到价值 150 余万元的发
电机、抽水泵和被褥、草席、米、面以
及赈济家庭箱等物资，及时送往灾
区。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胡晓强忍
着腿伤剧痛，一瘸一拐地带领机关
人员连续 10 余次深入闽清坂东、5
次赴永泰清凉、白云等灾情严重地
区，为灾民送去总价值 650 余万元
的物资，慰问了千余户家园损毁的
灾民。

灾后重建 强而有序

灾情过后，第一要务是筹集资
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胡晓强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优
势，一方面紧急联系爱心单位和人
士直接参与救灾，另一方面通过新
闻发布会、设置募捐点、开设募捐热
线、组织街头募捐和上门求援等方
式，动员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帮助受
灾群众。

“龙王”台风给灾区造成重大损
失，胡晓强在不到一周时间里，筹划
组织了福州市首次电视直播募捐文
艺晚会，现场募得善款 1260 万元，
为晋安、闽侯、罗源、闽清、永泰等
区、县援建受损学校、卫生院和桥梁
项目26个，有力支援了灾区重建工
作。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胡
晓强策划组织了百余场专场募捐活
动，不到一个月就募集了价值1.145
亿多元的款物支援灾区。

台湾“8·8”水灾发生后，胡晓强
组织了“手足情 同胞爱”专项募捐，
募得善款 1080万元，整体援建了台
湾嘉义县小林村逐鹿社区，为失去
家园的 20 户台胞重建了配套齐全
的新村，深受台湾各界好评。

新村建成后，胡晓强受邀参加
交接仪式。仪式上，社区长老、88
岁的邹族族长摘下象征首领身份的
头饰，戴在胡晓强头上，执意要他带
走，这是邹族建族 1200多年来首次
送出首领头饰。台湾 20 多家媒体
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较大反响。

“尼伯特”台风过后，胡晓强紧
急联系泰禾集团、吴孟超基金会、宏
途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东南眼科医
院、淘帝（中国）服饰有限公司、非洲
塞拉利昂华商会等社会各界，开展
捐款捐物、公益拍卖活动，共筹集款
物总价值达 2175万余元，其中善款
1500余万元用于闽清、永泰灾后重
建。

灾前积极备战，救灾冲锋在前，
灾后救急济困。在胡晓强带领下，
福州市红十字会不负社会各界重
托，帮助灾区及时恢复生产，重建家
园，渡过难关。

2009年，福州市红十字会被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红
十字会授予“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
集体”、2011 年起连续三届被授予
全省红十字系统唯一的“省级文明
单位”，先后获得“全省红十字系统
先进单位”“全省抗震救灾最佳组织
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单位”

“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市级以上
荣誉11项。

卓越的工作，出色的成绩，为胡
晓强赢得众多荣誉：2007年被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评为“全国红十字系
统救灾先进工作者”，2008年、2010
年分别被评为中国红十字会汶川和
玉树抗震救灾先进个人，2017年被
省人社厅、省红十字会授予“全省红
十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风雨中的“强者”
——记福建省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胡晓强

11月24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红十字会开展关爱孤残儿童
活动，区红十字志愿者带着金华市儿童福利院的14名孩子走进汤
溪镇上境村枫林庄，开展秋游活动。 （许晓喻）

走，秋游去！

本报讯 （涂文涛 张婷 杨
敏）近日，湖北省孝感市“新一千零
一夜——农村寄宿留守儿童睡前故
事”公益项目入围名单发布，市红十
字会申报的 14 所学校成功通过申
请，该项目将累计接收喇叭捐赠
216个，预计将有4542名学生受益。

农村寄宿留守儿童容易出现情
绪沉闷、信任感低、孤独感强烈、抑
郁风险高等心理困境，今年9月，湖
北省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北京歌路营
慈善基金会，在省内农村寄宿制学
校开展“新一千零一夜——农村寄
宿留守儿童睡前故事”公益项目，通
过在线系统向县以下乡镇村级寄宿

制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
播放适合其身心成长需求的睡前故
事和起床音乐。

在播放列表中，小学版故事有
7大类1001个，包含品格哲理、成长
疗愈、知识视野、机智冒险、人物励
志、校园生活、神话童话七大类，满
足学生整个小学阶段的倾听需求；
初中版 5 大类 300 个，包含青春成
长、价值养成、人文通识、学科促进
和趣味阅读五大类；故事累计超过
300万字阅读量。故事选材紧扣农
村住校生的成长需要，以不说教的
方式启发孩子思考，传递多元价值
观，呈现丰富的校园生活。

据了解，故事由专业播音主持
人录制，时长8至22分钟不等，内容
从学生角度出发，弥补了农村学校
艺术教育匮乏的现状。同时面向教
师推出电子刊物，提供先进教学案
例，为师资赋能。

“我们希望通过该公益项目，陪
伴孩子们度过孤独无助的夜晚，对
他们进行心理疗愈，同时在提升学
生阅读和写作能力、降低校园欺凌
概率、减轻校方管理压力、改善学生
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效果，
在项目推进实施中，实现红十字精
神的广泛传承。”孝感市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姚曦说。

给寄宿留守儿童讲“睡前故事”
孝感红会启动“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公益项目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吴琳）11 月 22 日，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红十字会在
铜陵财经学校（枞阳校区）对 380
名高一新生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
培训。至此，枞阳县 2019年高一
新生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圆满完
成，共培训5888名高一新生。

9 月 23 日起，枞阳县红十字
会在浮山中学、枞阳中学、会宫中
学、枞阳三中等县内 13 所高中
（职高）开展高一新生应急救护培

训活动，累计5888人接受培训。
2017年起，枞阳县红十字会联

合县教体局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
训进校园活动，组织应急救护培训
团队走进中学，对高一学生进行普
及性应急救护培训，今年是培训的
第三年。

此次培训结束后，枞阳县全县
高中生均学习了应急救护的知识和
技能，实现了枞阳县高中生“人人学
急救，人人懂急救”的目标。

18岁女孩的暖心“成人礼”
生日当天捐出1万元压岁钱帮助困难家庭

枞阳县5888名高一新生学急救
目前该县在校高中生全部参加过救护培训

本报讯 （宋世洋）近日，浙
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出台《上虞区
红十字会改革实施计划》（简称

“改革计划”），改革计划围绕“增
三性”“去四化”要求，着力建设理
想信念坚定、联系群众密切、作风
扎实过硬、组织体系健全、运行机
制科学、更加公开透明、更具公信
力的红十字组织。

改革计划包括“优化内部治
理结构、强化组织建设和队伍建
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方式、
加大信息公开推进公信力建设、
加强领导增强事业保障”五大方
面内容，涉及18项工作。

该计划充分结合上虞实际，突
出服务群众导向，体现近年来区红
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和队伍管理
特色，包括健全完善会员代表依法
选举产生机制；明确镇街社会事务
部门承担相应工作职责，独立承担
相关法定职责；有条件的镇街可通
过招聘社会公益性岗位配备专职
人员；加强会员规范化信息化管
理；规范各级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
生办法；加强会费管理；建成生命
教育体验馆；持续推进注册志愿者
年 检 工 作 ；开 发 推 广 红 十 字 会
APP，加强微信公众号与 APP 的融
合。

上虞区红会出台改革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