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朴春薇 张丽君

2020 年 12 月 15 日，辽宁省大
连市金普新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时刻牵动着每个人的心。面对危
情，新区政府采取果断管控措施，阻
止疫情外延。

金普新区红十字人开始行动，
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默
默履行自身职责，践行共产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承诺，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准确
及时让爱心“恒温”传递，为早日迎
来抗“疫”胜利贡献应有力量。

12月16日

有一座城市叫“众志成城”，有
一场战役叫“不胜不归”，有一种担
当叫“匹夫有责”。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医护人员冲在第一线，拼
尽全力为百姓筑起安全防线；众多
基层人员义无反顾坚守岗位，夜以
继日忘我奉献；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优良传统。他们都是最美“逆行
者”。

金普新区保航安全志愿者服务
中心志愿者及众多爱心人士也纷纷
慷慨解囊，为打赢这场防疫战贡献
力量。

自疫情发生，新区红十字会热
线电话就没有停止过，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到访也是络绎不绝，可谓前
线、后方心手相连、同襄共举。层见
叠出的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热切
关注新区疫情，踊跃捐献物资款项，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充分诠释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舟共济、心
手相连的水乳深情。

12月30日

有这样一群人，甘愿逆风中前
行，寒风中坚守。

24小时执勤站岗、分发配送物
资、入户核酸检测……忙碌的汗水
在寒风中瞬间结成冰珠，寒冷侵袭
着一线防疫工作者的身体，也灼痛
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内心。

“火线救援！火线救援！！火线
救援！！！因断崖式降温，新区未来
一周气温异常寒冷，抗击疫情前线
将士被寒冷侵袭，防控新冠病毒工
作面临极大困难！请大家伸出友爱
之手，尽己所能支援棉服、棉手套
（棉服套在防护衣外面，需要大码）
如果您有库存，请联系我们。集腋
成裘、大爱无疆！微善集大爱，同心
克时艰！！！”

这则消息在新区一些商协会微
信群里传播，企业家们焦急万分、积

极筹措。因防疫物资须符合各项捐
赠标准，捐赠活动陷入僵局。一筹
莫展之际，大连市红十字会紧急调
拨500件军大衣连夜运送至金普新
区，一天内全部发至一线卡口工作
人员和医护人员手上。

12月31日

一年中三次被病毒袭击，对城
市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创。其中，
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因其服务群体特
殊、波及面广等原因，成为疫情下损
失最惨重的行业之一。

然而，新区民办教育机构识大
体、顾大局，在严寒冷酷时节，以暖
心行动绽放出灿烂明媚之花。岁
末，新区民办教育协会志愿者忙于
打包整理捐赠物资，把 6000 个口
罩、1500个暖身贴、300付手套送至
众益应急救援队，并将2.17万元爱
心款捐赠给新区红十字会，用于疫
情防控工作。

非常时期，新区广大民办教育
机构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为目标，顶住压力、积极发展、奉
献爱心，用实际行动表达了疫情影
响下发展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月1日

1月1日，新区红十字会接到新

年第一单捐赠。金普新区文化旅游
产业商会、大连斯恩帝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捐赠了10.2万只口罩，为新
区抗疫送上新年第一份心意。

大连三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继
此前捐赠爱心款10万元后，又捐赠
了价值2万余元的体温计。

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守
护、支援着这座城市和一线抗疫工
作者。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发出新
年愿望：2021，祈祷新冠病毒早日消
除，祈祷城市阴霾早点散尽；2021，
如春草般芳香，如夏花般灿烂，如秋
果般香甜，如冬阳般温暖；2021，我
们心手相连，砥砺前行，致敬平凡英
雄，保卫家国平安。

1月2日

看到相关捐赠报道后，陈双传、
韩云红、陈曦一家三口来到新区红
十字会，表示他们时刻关注着新区
疫情防控工作，并希望为新区抗疫
工作做点贡献。“爱心之家”此次捐
赠了20盒医用隔离面罩和9个红外
线额温枪。

龙 天 宇（Fabien Azzi）是 一 位
居住在新区的法国友人，看到数
九寒天里默默奉献、顽强抗疫的
一线工作人员，他被感动了，花费
5千余元购买了50件棉大衣，送到

了红十字会，并贴心地在每一件
棉大衣后面都印上了“大连必胜”
字样。

“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被拥抱
的爱。”每一单捐赠背后，都有美好
感人的故事。他们中有远在海外遥
控捐赠的朝鲜族企业家；有核心防
控区快速募捐到 8600 支体温计的
志愿者；有多次捐赠物资的“大美”
人士；有尽一己之力捐赠暖贴的爱
心大姐……

1月6日

结对帮扶，情暖人心；抗击疫
情，同舟共济。新年伊始，贵州六盘
水市盘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通过金普
新区红十字会，邮寄出 1 万人份一
次性病毒采样管。

自“12·15”疫情发生以来，作为
新区对口帮扶城市，盘州市委、市政
府密切关注和关心金普新区疫情防
控工作，积极动员组织购置抗疫物
资，助力金普新区抗击疫情。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面对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盘州市人民心
系兄弟情谊，远隔千山万水为新区
送来特别关爱，真情实意融化了冬
日里的冰雪，鼓舞了新区人民战胜
疫情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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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石家庄支援医护880件棉大衣
本报讯 （石红）针对近日部

分地区出现多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1月7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会紧急调
拨 880 件棉大衣，价值 12.76 万
元，解决核酸检测人员御寒取暖
问题，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提供有力保障。

以岭药业捐赠药品助力抗疫
本报讯 （石红）1月 9日，以

岭药业向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
会捐赠 4000盒连花清瘟胶囊，价
值5.92万元。该批药品将发放给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人员
及医务工作者，助力打赢疫情防
控歼灭战。

淮安市投放150台AED
本报讯 （时建淮）近日，江

苏省淮安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
了 2021 年市政府为民办十件实
事项目，投放 150 台自动体外除
颤仪（AED）被列为十件实事之
一，由淮安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
实施。据悉，这 150台AED所需
经费由市、县区两级财政筹集，分
别投放于高铁站、汽车客运站、图
书馆、大中小学、大型商场超市等
人员集中场所。

咸宁红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姜明助 谭宏宇

吴端容）近日，湖北省咸宁市红十
字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市委书记孟祥伟向大会致贺信。
会议选举产生了咸宁市红十字会
第四届理事会及第四届监事会，
审议通过了《咸宁市红十字会工
作报告》和《咸宁市红十字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

包头红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包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十字会召开第
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
生了市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及
第一届监事会。

新建区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新红）1月 7日，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召开
应对冬春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全区应对冬
春季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会议精
神，并就区红十字会应对冬春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婺城区救援队24小时备勤
本报讯 （婺红）1月 6日，为

应对寒潮天气带来的影响，浙江
省金华市婺城区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启动第二轮应急值班。为了接
下来几天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救援队组织人员进行重点区域
（北山）巡逻，并临时组建党员突
击小组进行24小时备勤。

临安红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王刚）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临安区红十字会举行第
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回顾总
结了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
各项工作，谋划了今后五年的工
作思路和主要目标；审议通过了
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其他报
告等。

南华县成立两家学校红十字会
本报讯 （张志刚）近日，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第一
中学及南华县思源实验学校分别
向县红十字会递交《关于成立基
层红十字会的请示》及《中国红十
字会基层组织设置申请表》。

经调研审查后，县红十字会
同意两家学校成立红十字会并召
开会议分别为两家学校红十字会
授牌。

长海县下发志愿服务工作方案
本报讯 （长红）近日，辽宁

省大连市长海县红十字会下发
《“80，雷锋正年轻”红十字志愿服
务工作方案》，号召各镇红十字
会、各志愿服务队围绕疫情防控、
扶贫帮困、环境整治、垃圾分类
等，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隆昌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本报讯 （隆红）近日，四川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
税务局联合发布了 2020 年度第
一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公告，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红十
字会名列其中。

定南举办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本报讯 （张岚）1月 8日，江

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红十字会举办
了 2021 年第一期应急救护普及
培训，全县中青年干部共50多人
参加了培训。

1月7日，浙江省东阳市迎来2021年第一场雪。寒潮导致路面结冰，
部分车辆被困东白山山路上。当天下午，东阳市农商银行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后，立即组织救援车辆携带防滑链、除雪铲等装
备，赶往东白山路段开展救援行动。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施救，被困车
辆10余辆、群众30余人安全转移。 （万伟刚）

助力抗疫，让爱心“恒温”传递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红十字会抗疫记录

雪中救援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武汉，给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武汉市红十字会作为武汉市接受疫
情防控物资社会捐赠的唯一主体，
面临着巨大考验。市红十字会业务
部敢于担责、积极作为、恪尽职守，3
名工作人员带领近500名志愿者连
续奋战 129 天，累计接收社会捐赠
资金 17.3亿余元，接收疫情防控物
资 7000万余件，圆满完成了市红十
字会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疫情发生后，为解决工作人员
人手严重不足问题，业务部紧急动
员组织了数百名红十字志愿者，建
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工作管理
体系，迅速开展捐赠电话接听、捐赠
物资核查、捐献手续办理等相关业
务工作。

1 月 23 日下午，市红十字会即
向社会公开 6 部捐赠咨询电话，后
又迅速增容至 16 部。热线电话开
通后，业务部工作人员带领志愿者
接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咨询电话，
平均每天接听5000人次以上，24小
时不间断处理各类捐赠咨询，引导
捐赠人捐赠最急需物资，协助捐赠
人办理捐赠手续……工作人员常常
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累到眼睛充血，
声音嘶哑。

业务部担负有市红十字会对社
会捐赠物资的核查重任。然而在疫
情突发这一特殊时期，不少爱心企
业（人士）或匆匆留下捐赠款物，或
委托他人、物流公司送来物资，未能
提供捐赠函、捐赠物资清单、捐赠物

资公允价值证明等材料，也未留下
联系方式，这给捐赠信息的核实工
作造成了极大障碍。

为了尽可能提升捐赠物资信
息的准确性，业务部竭尽所能，不
厌其烦，积极采用一切有效的途径
搜集整理缺失信息，通过现场实物
清点落实有效信息 2 万余条；通过
快递物流单号落实有效信息 1.8万
余条；通过电话询问落实有效信息
5000多条；通过电子邮件落实有效
信息 3000 多条……每一条准确无
误的捐赠信息，每一份清晰详实的
数据表背后，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
辛劳。

除此之外，业务部还组建了由
30 多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工作专班
对捐赠物资进行台账整理。他们以
严谨专业、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连
续奋战，理清了海量的捐赠款物台
账数据，确保了社会捐赠物资统计
管理工作的高效性与准确性，为捐
赠信息公示工作提供了准确依据，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捐赠物资数据核
查统计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为积极引导捐
赠工作精准、有序开展，业务部及时
收集、汇总捐赠者共同关心、关注的
问题，如急需物资的种类、标准，捐
赠的流程、车辆和人员进出问题，是
否可以向医院定向捐赠等，并由市
红十字会将相关问题解决方案以公
告方式向全社会发布，确保了下一
阶段捐赠工作的高效运行。

为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原则，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公示捐赠

款物收支情况，主动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业务部还建立起了由长江日
报客户端、湖北日报客户端、武汉新
闻广播头条号等 19 家社会媒体和
自媒体构建的媒体矩阵，每日定时
向社会公示武汉市红十字会捐赠款
物的接收和发放信息。截至目前，
共公示捐赠款接收信息82期，公示
捐赠款使用信息42期，公示捐赠物
资接收信息68期，公示捐赠物资使
用信息63期，达到“笔笔无差漏，件
件有公示”的工作要求。

根据相关规定，捐赠物资送达
后，市红十字会要向捐赠人开具公
益救济性捐赠专用票据。然而特殊
时期，大量的捐赠物资都存在价格
凭据缺失情况。为解决这一难题，
确保捐赠人的合法利益，业务部联
合其他专业人员专门成立了价格评
估小组，规范了透明评估定价流程，
对凭据缺失的海量物资进行了逐一
核价。业务部还根据捐赠人的实际
需要，及时向捐赠人反馈捐赠物资
接收、发放信息，并开具及免费邮寄
捐赠发票，荣誉证书和纪念封等相
关捐赠凭证。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疫情防
控工作并未完全结束，市红十字会
业务部的工作者们继续奋战在疫情
防控工作的最前线，承担起筹措人
道救助资金、帮扶新冠肺炎患者、组
织拍摄科普宣教视频等工作。他们
正以坚韧不拔、愈战愈勇的毅力，为
夺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面胜利继
续贡献着光和热。 （鄂红）

武汉：大战大考炼真金

抗疫先锋

本报讯 （江红）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考
评组织一行 3 人赴江干区采荷街
道芙蓉社区对“博爱家园”建设情
况进行实地验收。

考察组一行听取了街道、社区
的专题工作汇报，实地查看了芙蓉

“博爱家园”的“一湖（芙蓉湖）、一

楼（党建红楼）、两廊（“红韵”长廊、
“童心绘”长廊）、三站（博爱超市
站、会员服务站、健康加油站）”，对
江干区红十字会、采荷街道芙蓉结
合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底
蕴，在未来社区框架下将红十字服
务有机融入群众身边的做法给予
肯定。

杭州市红会实地验收“博爱家园”

本报讯（严小梅）1月8日，江
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召开会议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部分党员干部围绕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
念、新发展格局“三新”要求，结合
自身实际，谈了体会。

会议强调，要站在讲政治、守
纪律的高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
州重要讲话精神；要准确把握新发
展阶段新要求，认真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会、坚持改

革创新，牢固政治引领、履行人道
职能、参与社会治理、推进强基固
本、强化开放合作；要切实把红十
字工作高质量发展置于大局大势
下思考谋划，勇于担当作为，认真
贯彻落实“五个作表率”新要求、

“五个带头”具体要求，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作好表率。

此次学习以全新的视角，加深
了党员干部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的理解和领悟，对在新发展
阶段中如何运用新发展理念，主动
适应新发展格局，找准工作的切入
点和着力点，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
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推动红十
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新的启发。

赣州红会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通红）1月5日，北京
市通州区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
董明慧，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贾
立军、秘书长相洪河一行来到通州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为通州区新冠
疫苗接种点医务工作者送去牛奶、
方便面、姜茶等慰问物资。通州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白
玉光、副主任陈长春、李文龙等陪

同慰问。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红十字会

积极联系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统计接种点数量与工作者实际需
求，协调超市紧急筹集牛奶 1000
箱，方便面 11795 桶，姜茶 660袋，
共计价值9万余元的慰问物资，在
节后第一时间送到医务工作者手
中，为他们送去温暖与关爱。

通州区红会慰问疫苗接种点医务工作者

本报讯 （马晓冲）近日，浙江
奥航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马志军通过河南省信阳市
固始县红十字会向该县徐集乡马
寨村定向捐款 30 万元，用于村文
化广场配套设施建设。

马志军是固始县徐集乡马寨
村人，1996年12月应征入伍，“98”
抗洪中荣立三等功一次，2002年 7
月退役后留在杭州工作。2008年
2月，马志军放弃大型国企董事长
助理职位，自行创业。历经十多年
艰辛打拼，将一个贷款3万元创建
的小小家政门店——浙江奥航综
合服务有限公司，发展成为涵盖物
业、保洁、家政、居家养老等四大业
务模块、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综合
型生活服务机构，曾圆满完成G20
峰会50%以上馆区的保洁任务，是
阿里巴巴集团总部的保洁服务商。

“奥航”公司先后荣获“全国家庭服
务业百强企业（单位）”“浙江省知
名商号”等数十项荣誉，被国务院

扶贫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
定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马志
军本人也从一名普通退役军人成
长为豫籍杭商中的佼佼者。

据不完全统计，近四年来，马
志军先后向杭州市拱墅区慈善总
会、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江
苏省阜宁县经济开发区民政局、驻
杭某部、河南省固始县徐集乡、贵
州省黄平县、湖北省来凤县等地捐
款、捐物合计逾 100 万元。2017
年，马志军通过红十字会捐款 10
万元，为家乡小学修建标准化塑胶
跑道，使千名学子从此有了一个安
全的体育活动场所。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后，马志军在积极参
与杭州市拱墅区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第一时间向徐集乡捐款5万
元用于采购防疫物资，极大地鼓舞
了全乡干群的抗“疫”斗志。

日前，马志军被河南省信阳市
政府确定为市级疫情防控先进个
人。

河南退役军人捐款30万元助力乡村建设

退伍不褪色，爱心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