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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本报讯（邱岳）截至2019年12
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红十字会全年共接收捐款
543.55 万元，居全区 103 个旗县区
首位。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
会、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将准格尔
旗红十字会募捐筹资水平徘徊不
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
问题列入问题整改清单。旗委政府

将“博爱一日捐”列入年度目标考核
体系，同时积极协调驻地煤炭企业
募捐。旗红十字会在旗政务服务等
网站、新媒体平台发布“博爱一日
捐”倡议书，动员全民积极参与。

据统计，2019年，全旗“博爱一
日捐”共筹资335.83万元，项目筹资
207.72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翻了 3
倍多。

准格尔旗红会年度募捐额居全区首位

本报讯 （袁荣生）1月 7日，江
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生命健康
安全体验教室揭牌仪式在南丰县桔
都小学举行，这标志着抚州市首个
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正式
投入使用。

为普及生命健康安全知识，提
高中小学生自救互救能力，2019年

“99公益日”期间，南丰县红十字会
和县教体局共同发起“红十字生命
健康安全体验教室”公益项目，项目

得到爱心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大
力支持。体验教室内包涵红十字运
动知识、心肺复苏操作、溺水救护、
交通安全、家庭安全、模拟灭火、VR
地震逃生7个安全模块。

体验教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南
丰县红十字会将进一步丰富防灾减
灾宣传教育内容，使之成为红十字
人道精神传播和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新平台及青少年红十字运动新基
地。

南丰县首个安全体验教室投入使用

本报讯 （新红）1月 6日，江西
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在区特殊
教育学校举办99公益日“迷途知返”
定位器项目发放仪式，为 140 名智
障、自闭症儿童采购定位器，通过卫
星定位及时掌握孩子们的位置，有
效防止儿童走失事件发生。

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肖明
珍、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高美莲出
席仪式。

99 公益日“迷途知返”定位器
项目是在 2019年“99公益日”期间，
由新建区红十字会在腾讯公益平台
上发起、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认领

的公益项目，旨在筹款为新建区特
殊教育学校的智障、自闭症儿童配
备定位器。99公益日期间，新建区
红十字会积极动员广大爱心人士为

“迷途知返”项目踊跃捐款，短短3天
时间，1197人次参与捐款，募得可用
于执行项目资金23500余元。

让孩子们能够“迷途知返”
新建区红会为140名残障儿童采购定位器

晋中红会募捐款突破千万
本报讯 （鹿凯）据 统 计 ，

2019年，山西省晋中市红十字会
全市募捐款物总量在去年 400万
元的基础上上涨至 1000.612 万
元，首次突破千万元，蝉联全省

“七连冠”。

泰州获省系统先进集体
本报讯 （陈凌晞）近日，在

江苏省红十字会第十次会员代表
大会上，泰州市红十字会荣获“江
苏省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受到省人社厅、省红十字
会的联合表彰。

七台河应急救护走进电视
本报讯 （七红）近日，黑龙

江省七台河市红十字会应邀走
进七台河电视台综合频道《助你
平安》栏目，讲解假期需要注意
的安全问题。市红十字会救护
师资以轻松欢快的方式从交通
安全、冰面游玩等方面讲解需要
注意的安全事项以及发生危害
时的自救互救技能。

楚雄学习会员代表大会精神
本报讯 （陈桂芳）1 月 7

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红
十字会召开干部职工会议，学
习传达云南省红十字会第六次
会员代表大会精神，安排部署
楚 雄 州 红 十 字 会 贯 彻 落 实 方
案。

鄂尔多斯第三届理事会
本报讯 （鄂红）2019 年 12

月 25 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红十字会第三次会员代表
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鄂
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第三届理事
会。

信阳关爱特困母亲
本报讯 （张孔华）近日，河

南省信阳市红十字会为当地7名
罹患重病的特困母亲每人发放救
助金5000元。

丹阳幼儿园义卖捐款
本报讯（王琦）近日，江苏省

丹阳市红十字会将丹凤尚美幼儿
园小朋友们通过义卖玩具、图书、
手工制作等物品获得的3821.80元
捐款汇入红十字会捐赠账户，作为
助学、助困专项资金。

吴兴区新年首期急救培训
本报讯 （湖红）1月 9日，浙

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红十字会为吴
兴区科创园进行应急救护普及培
训，由省级红十字救护培训师资
授课，园区的30名企业员工参加
培训。这是区红会今年首期应急
救护培训。

衢江区举办志愿者新年晚会
本报讯（衢红）1月4日，浙江

省衢州市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服务
队、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 3 支
队伍在衢江东方大酒店举办“为
奉献者喝彩”衢江区红十字志愿
者新年晚会，110余名志愿者，80
余名志愿者家属欢聚一堂，一起
迎接新年。

栖霞区携爱心企业关爱老人
本报讯（王凯）2019年12月

31日，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和驻区爱心企业艾
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代表来到杭州余杭绿城颐养中
心，向生活在这里的老人捐赠 10
台水暖床垫，解决老年人冬季取
暖问题。

平阳县红会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孔敏文）1月 3日，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会联
合共青团平阳县委在青街小学共
同开展“暖冬进校园”集体生日
会。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
为学生们重点讲解校园安全、防
溺水和溺水昏迷后的心肺复苏术
等知识。

灌云县助力安全生产
本报讯 （王丹丹）为助力

企业安全生产，1 月 6 日，江苏
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联
合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大队
等单位，为全县 110 名车间主任
开展为期 2 天的应急救护能力
培训。

丰县开展“一日捐”活动
本报讯 （高荣光）1月 7日，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队、县蓝天救援队等10个社
会组织志愿者在县慈善会开展

“一日捐”活动，短短 3 天募集捐
款近200万元。

■ 叶琳

“快进来！快进来！”还没到门
口，老人们就笑着招呼起来。大门
上的红色横幅，印着“祝老年公寓新
开业”八个大字；一盏盏高高挂起的
红灯笼热闹应景；厨房里正热火朝
天地准备饭菜，中午要摆上几桌，庆
祝一番。

1 月 2 日，受 2019 年 9 号台风
“利奇马”影响的浙江省台州市温岭
市石塘镇红十字老年博爱家园，经
过两个月整修重新开张。

一家公益性质的老年公寓

温岭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玲
介绍，石塘镇红十字老年博爱家园
初建于 2003 年，当时取名为石塘
老年公寓，2008 年冠名为“温岭市
红十字会石塘镇红十字老年博爱
家园”，是一家公益性质的老年公
寓。

2002 年，石塘籍台胞郭再顺
老人回乡探亲，慷慨捐出 100 万元
善款用于镇养老院建设，让当地
一些困难老人住有所居。当时，一
些石塘籍企业家也纷纷出资，一
共捐出近 40 万元善款。用善款购
得原石陈税务所房产后，2003 年
重阳节，石塘老年公寓正式落成。

公寓投入使用后，由于条件好、照
顾周到，前来入住的老人络绎不
绝。

公寓建立一支退休老人义务
服务队，担任义务筹款、日常管理
等工作。2008年冠名“温岭市红十
字会石塘镇红十字老年博爱家园”
后，他们通过向当地企业家筹款等
方式，每年春节前开展“博爱送万
家”活动，为片区贫困老人送去关
爱。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到 2019
年，石塘镇红十字老年博爱家园共
筹集 143 万余元善款，资助当地贫
困老人1200余名。

此外，他们还关注社会民生，积
极开展社会关爱捐款行动。在
2007 年贵州、湖南冰雪灾害、2008
年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中，他们
积极联系市红十字会开展捐款活
动。

“利奇马”重创，重建博爱家园

“台风‘利奇马’给老年博爱家
园造成了重大损失，门窗被破坏、消
防设施陷入瘫痪……”赵玲介绍，为
尽快让老年博爱家园再次投入使
用，在石塘镇政府支持下，他们向浙
江省红十字会、市统战部、石塘镇政
府申请灾后重建经费 19 万元。老

年博爱家园管委会领导班子向社会
筹款近 5万元。2019年 11月，开始
重建工作。

近几年，由于老年博爱家园
管理人员几次更换，工作时有停
滞，出现消防安全隐患严重、房屋
管理不善、环境状况不佳等问题。
为了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在石
塘镇老龄协会协调下，2019 年 10
月，老年博爱家园组建新班子，由
市老人协会石塘分会接管。骆孝
吉是班子成员之一，他介绍，当时
新班子成员就商议重建老年公
寓，杜绝安全隐患，增加服务项
目，全面改善周边环境，进一步规
范管理。

据了解，此次灾后重建项目
主要包括对因台风受损的房屋和
设备进行维修等。重建后，一楼左
侧活动室被改成老年活动室，厨
房被整体升级改造，便于老人统
一就餐。消防设施等在进一步完
善中。

“老人的幸福是我们的追求”

要问老人们对哪项改造最满
意？当然是厨房！新开业当天，正
是厨房首次开火的日子，老人们忍
不住，时不时进来瞅一眼。

张阿婆满心欢喜地说，这里的

伙食费每天只要10元，不用再麻烦
家里人每天送饭了。

骆孝吉介绍，之前老人们的吃
饭问题都靠自己解决，大部分老人
习惯在房间随意做一点，但由于存
在消防隐患，半年前被禁止了，于是
老人们只能自己买饭，或者让家人
送饭，非常不方便。

“部分老人选择叫外卖，夏天
还好，冬天送来都凉了，对身体不
好。尤其看到有些老人舍不得花
钱，就着几个馒头当正餐，让人心
塞。”骆孝吉和班子成员暗下下决
心增设标准食堂。为除去老人做
饭隐患，他们修建了食堂，雇了 2
名厨师，专门负责老人们的一日三
餐。

显然，每天 10元的伙食补助是
不够的，“不够的钱我们会想办法贴
上！”骆孝吉说，老年博爱家园是公
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给入住的
老人们带来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
才是目标所在。“班子成员也都很有
爱心，老年活动室里的空调、电视
机，都是大家无偿捐赠的。”骆孝吉
说。

换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2020年新年伊始，重建后的老
年公寓迎来 7 位新住户，加上之前

的老住户，目前一共住着 52 位老
人。每人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一
张床、一个衣柜，有的甚至还有沙
发。

新 住 户 江 志 祥 老 伯 今 年 76
岁，他指向窗外说：“你看，我家就
在对面那座山上，老伴过世得早，
儿子平时又忙，我经常一个人在
家，很无聊，儿子就把我送过来
了。”山头到山脚一共有 137 级台
阶，为了找点事做，以前的江志祥
每天都要下山去逛逛，和人聊聊
天。“这里可就热闹了，有这么多老
年朋友，我再也不用每天爬那么多
台阶了！”

另一位新住户庄小珠阿婆今年
83 岁，在女儿陪伴下前来“报道”，
女儿忙着整理房间，阿婆则兴奋地
环视周围：“我女儿怕我孤单，说这
里人多也有照应，带我来参观了一
下，看着确实不错，就选择住下来
了！”

环视石塘镇红十字老年博爱家
园，老人们有的三三两两围坐在走
廊上晒太阳，有的一起热闹地玩牌
聊天，有的静静地坐在长椅上闭目
养神，有的在室外慢慢踱步，活动筋
骨……在冬日的暖阳里，开启了新
的生活。

台风刮不倒的老年公寓
——浙江省温岭市红十字老年博爱家园灾后重建纪实

1月6日，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红十字会与县教体局、县扶贫办联合
举行“江中食疗 助力健康”扶贫捐赠活动，为24所小学共发放由江西江总
食疗科技有限公司捐赠的10000盒营养饼干、豆稀，助力改善贫困地区儿
童健康状况。 （刘昕 李杨峰）

本报讯 （傅新春）新年伊始，
河北省沧州市红十字会与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天津肿瘤医院沧州分
院）联合推出“人道关怀困难群众
PET/CT 健康筛查公益活动”。活
动将诊疗费由每次近万元降低到
4000 余元。该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底，计划援助 1250 名患者，共为患
者减少支出500万元。

在肿瘤治疗中，PET/CT 作为
高端分子影像设备，在肿瘤的早期
发现、术前分析和术后残瘤检查方
面有较大优势，能捕捉肿瘤全身微
转移。“检查效果是不错，但收费也
很高，做一次近万元。”肺癌患者家
属王先生的话道出了许多患者的心

声。
为让更多患者，特别是经济

困难患者也能获得高端医疗设备
的精准检查服务，沧州市红十字
会与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天津
肿瘤医院沧州分院）联合推出该项
公益活动，减半收取筛查费用，面
向所有检查对象，重点救治贫困
患者。

该 院 负 责 执 行 公 益 活 动 的
PET/CT 中心主任孙云川介绍，一
个肿瘤病人的治疗费用相当于普
通疾病治疗费用的 5 倍以上，因此
需要动员各方力量提供有效帮
扶，避免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

诊断收费减少一大半
沧州市红会与医院联合推出公益活动减轻肿瘤治疗负担

本报讯 （马卫东）1月 6日，安
徽省铜陵市红十字会收到新年首笔
社会捐赠，市民方先生捐赠了两台
总价值 7000余元的制氧机，回报社
会对其女儿生前的爱心帮助。市红
十字会经联系协调后，将两台制氧
机分别捐至两家养老院。

10 年前，方先生年仅 3 岁的女
儿被诊断患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从此辗转于全国各地进行治
疗，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但病情一
直没有好转。2016年底，方先生女
儿接受移植手术，回到铜陵进行

恢复性治疗。为了给女儿治病，方
先生花光了所有积蓄，卖掉房子
还借了外债，一家人生活陷入困
境。

得知方先生家庭情况后，社会
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社区主动
为他们办理低保，并给其女儿捐衣
物、送慰问品等。红十字志愿者、主
治医生丁传德积极与医院协调，为
方先生女儿安排独立病床，并主动
与安徽省立医院血液科专家对接，
共同会诊给予其女儿最佳治疗方
案。市红十字会多次组织志愿者到

医院看望慰问，多渠道发动社会力
量献爱心捐助，为方先生女儿后续
治疗募集善款。

2019年12月，因病情进一步恶
化，方先生女儿最终离开了这个世
界。悲痛之余，方先生并没有忘记
社会各界曾给予自己的帮助。“女儿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社会的爱心却
一直温暖着我们。”方先生说。为了
感谢社会对其女儿的帮助，让爱心
得以延续，方先生决定将家中两台
制氧机捐出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

10年前，他受到社会各界帮助；10年后，他决定回报社会

受助家庭捐出制氧机

助力儿童健康

本报讯 （宁红）1月 8日，浙江
省宁波市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
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郑栅洁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裘东耀，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余红艺等人出席。副
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许亚南主持。
249名代表参加大会。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许伯强作《宁波市红十字会第
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总结
了宁波市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
大会以来的工作，部署了未来五年
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举

措。
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市红十

字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决议，
选举产生市红十字会第七届理事
会、监事会，聘请郑栅洁、裘东耀为
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许亚南当选
为会长，许伯强、周学群等9人当选
副会长，何小宝当选监事长。

闭幕会上，新当选的市红十字
会会长许亚南发表讲话。她表示，
新一届理事会将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尽心尽力，扎实工作，
为宁波市红十字事业发展不懈努
力。

宁波红会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市红十字会第七届理事会、监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