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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本报讯 （宗红）应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

“国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
字会会长陈竺邀请，孟加拉国红新
月会主席马宗达率代表团一行 4
人于1月6日至7日来华访问。

在昆明举行的构筑人道桥梁
——中孟两国红会合作会议上，陈
竺与马宗达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
在国际联合会机制下密切配合，加
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内合
作，并探讨在国际联合会《2030战
略》框架下，共同抵御区域和全球
人道主义风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双方一致同意两国红会

将在灾害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领
域进行技术合作，在志愿服务、师
资培训、血液捐献、红十字青少年
工作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开展医
疗学术交流，并就下一步合作计划
达成共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于福龙出席会议。

云南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
长李玛琳于 7 日会见了代表团。
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昆明医科大
学、云南阜外医院心血管病医院
等，了解云南省与孟加拉国医学教
育和医疗合作及云南省红十字会
开展博爱家园项目的情况。

构筑人道桥梁
中孟红会合作会议在昆明举行

陈竺会长向马宗达主席介绍博爱家园项目

本报讯（红训）1月9日上午，
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进
媒体”活动走进人民网一号演播
厅，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训练中
心的急救培训师为近90名人民网
工作人员讲授了应急救护知识技
能。

讲座系统介绍了红十字现场
急救的原则、目的、程序等理论常
识，着重讲解了心肺复苏（CPR）、
人工呼吸、气道异物梗阻等应急救
护原理和技术方法，并进行互动教

学演练。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各有关部
门密切配合，在铁路、民航、教育、
旅游、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大力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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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全
国红十字系统每年培训救护员超
过 300 万人次，普及救护知识达
1000万人次。

总会训练中心为人民网工作人员举办公益讲座

本报讯 （刘贵朝）1月 7日下
午，上海市红十字会召开 2020 年
度宣传工作会议，总结 2019 年宣
传工作，部署 2020 年工作任务。
市、区、冠名医疗机构、高校、行业
红十字会领导及通讯员、传播师资
等共90余人参加。市红十字会副
会长程国樑主持会议。

会议明确，2020 年上海市红
十字会宣传工作要重点推进以下
三方面工作：一是内部融入。将宣
传融入“三救”“三献”、志愿服务、

红十字青少年等工作之中，做到统
筹筹划、同步开展、相互促进。二
是系统整合。进一步整合系统报
纸、网站、微信、抖音等自有媒体，
实现互联互通、矩阵宣传。三是跨
界联合。推动区红十字会与区融
媒体中心合作。加强与中央及本
市主要媒体沟通协调，拓展新的合
作媒体。加强与媒体、企业、社会
组织合作，以增强红十字宣传的传
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上海市红十字会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江苏
1 月 9 日上午，江苏省
副省长、省红十字会

会长陈星莺与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齐敦品等一同慰问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竹墩社区和
烟墩社区的困难群众，拉开了
2020年全省“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序幕。

陕西
1 月 7 日，陕西省人大
常委会机关携手省红

十字会在商洛市镇安县丰收村开
展“博爱送万家”扶贫助困慰问活
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宏贤
出席并讲话。慰问组向镇安县丰
收村捐赠价值4万余元的慰问品，
帮助困难群众过一个温暖祥和的
春节。

湖北
1月上旬，湖北省红十
字会兵分三路密集开

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省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高勤、专职副
会长张钦、二级巡视员邓红分别代
表省红十字会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湖南
1 月 8 日，湖南“三下
乡”集中示范活动在

娄底市新化县槎溪镇举行，省红十
字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现场捐赠
款物并开展惠民服务。

湖南省红十字会向新化县捐
赠款物 39.53万元，支持该县开展
人道救助、急救技能培训，助力脱
贫攻坚。

四川
1 月 6 日，由四川省委
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

“三下乡”集中示范服务暨“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在乐
山峨边彝族自治县启动。四川省
红十字会积极参与活动，并为本次
活动捐赠价值 3.35万元的家庭包
及帽子、围巾等过冬物资。

新年瑞雪 博爱情深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新年心温暖·恩施州红十字博爱
送万家”活动正式启动，红十字志
愿者走进湖北省恩施市崔坝镇鸦
鹊水小学，为该校一至三年级
108 名孩子送上由州红十字会、
州卫健委、州卫监局以及湖北民
族大学红十字志愿者亲手编织的
围巾、帽子和手套。

（晏慧敏）

收礼物喽！

■ 尚陵彬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
儿一样……”1月7日，6岁的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毛毛（化名）走上舞台中
央放声歌唱，甜甜的歌声，让在场的
人都跟着拍起手来。

当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
会联合自治区文联、供销社、宁夏助
困帮扶慈善联合会举办“博爱·未
来”新春联谊会，“红十字天使计划
基金”救助的 33 名先心病、白血病
患儿家庭参加活动。

屋外寒意料峭，活动现场春意
盎然。孩子们开心地接过工作人员
精心准备的气球、玩具、保温杯、帽
子、围巾等新年礼物，一边欣赏着魔
术、变脸表演，一边欢快地投入演出
和游戏中。红十字志愿者拿出绝活
儿，展示了古筝、舞蹈、小丑表演等，

赢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身患重症
的“小天使”们暂时忘却了病痛，尽
情享受着现场的欢乐。

“因为患有疾病，他们的童年充
斥着消毒水味道。但他们和每个健
康的孩子一样渴望过年，渴望好吃
的零食，渴望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渴
望收到礼物……”宁夏红十字会“天
使计划”项目执行人赵虎说，因为该
项目，他们经常去探望大病患儿，也
走进了孩子们孤独的童年。

患复杂先心病的女孩小盼（化
名）今年8岁了。父母离异后，父亲
对她不闻不问，全靠妈妈四处借钱
看病。小盼先后 4 次去北京做手
术，共花了20余万元。在国家医保
政策和红十字会帮扶下，她的病情
一天天好转。“和父母一起牵着手开
心去公园”是她最大的梦想。

刚刚2岁的“小不点”有双漂亮

的大眼睛，和其他一听打针就哭闹
的孩子不同，调皮的“小不点”扎针
时特别乖巧。有时候他正在睡梦
中，听到护士说“该抽血了”“该化疗
了”，“小不点”就把小胳膊伸出来给
护士，自己闭着眼睛继续睡——扎
针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一年
前，“小不点”被查出患有急性淋巴
细胞性白血病，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过医院。因为化疗，“小不点”的头
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面色发白，
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身体消瘦。他
从来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开心过个
新年。

14 岁的强强（化名）已经是个
身高 1.8米的帅小伙，喜欢打篮球。
确诊急性白血病后，父亲立即向中
华骨髓库申请检索适合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不幸中的万幸，强强配型
成功，看到了生的希望。为了凑齐

40万元手术费，夫妻二人每顿吃的
都很简单，有时只吃馒头。马上到
春节了，父亲无奈道：“现在最发愁
的是孩子的医药费，还过什么节
啊！”

赵虎介绍，对有些患儿来说，父
母的陪伴都很奢侈。很多家庭承担
不起高昂的医疗费，患儿父母只好
外出打工给孩子挣救命钱。“逢年过
节，归乡、欢聚、团圆，这些患儿家庭
很难体会到。为了让孩子活着，父
母们用尽全力。”

宁夏红十字会组织举办“博爱·
未来”新春联谊会，旨在让患儿家庭
重拾欢乐和希望，让他们在抗击病
魔的路上不再孤单无助，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人间的温暖。

目前，宁夏红十字会“天使计
划”已经实施10年，共救助507名白
血病和先心病患儿。

陪孩子们过个有笑声的节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为大病患儿举办“博爱·未来”新春联谊会侧记

■ 记者 王晓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建
设得到较大改善，但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软件建设仍有不足，人才资源
十分匮乏。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2015 年，河南省红十字会主动请
缨，积极融入精准扶贫和“健康中
国”医改大局，打造“红会送医计划”
品牌项目。

5 年来，该项目已实现全省 53
个贫困县全覆盖，帮带基层医护人
员 83056 人，直接受益群众达 70余
万人。

在家里就能享受省级医疗服务

2015 年，河南省红十字会“红
会送医计划”品牌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目标是在 5 年内，每年组织红
十字志愿者深入偏远地区县乡级公
立医院，开展“送技术、送知识、送医
诊”志愿服务，帮助提高县乡医院医
疗服务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减轻
群众就医成本，提升群众健康水平。

日前，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心脏康复中心进行了一场
特殊的会诊。心外科、心脏康复中
心等 6 个科室的专家汇聚一堂，为
远在信阳市固始县武集庙乡皮冲村
的一名患者会诊。

心脏康复中心副主任杜廷海是
会诊专家中的一员，他介绍，“1985

年我就成为红十字会会员，至今已
经 30 多年”。2016 年，杜廷海成为

“红会送医讲计划”志愿者。
“跟着红十字会去贫困山区义

诊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山区群众
就医的困难，以及他们对高水平医
疗服务的迫切需求。”杜廷海说。

为了帮助皮冲村提高医疗水
平，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建立了心脏疑难病会诊康复平
台，村民通过该平台可以直接与省
级医院取得联系并就诊，真正做到

“在家里就能享受省级医疗服务”。

红十字志愿者是坚强后盾

河南省红十字会“红会送医计
划”项目负责人梁宗飞表示：“项目
取得成效，离不开各级红十字会的
努力推动、各级医疗合作单位的积
极配合，以及医疗专家志愿者的倾
情奉献。”

河南省人民医院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由院长顾建钦、院党委书记邵
凤民任队长，先后组织 230 位专家
深入郸城县、太康县和柘城县开展
活动，其中正高级职称医疗专家占
68.7%；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
长王军 4 年来连续带队参加活动，
她的名字在濮阳、信阳地区几乎家
喻户晓；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院
长郑鹏远每次参加活动都挑选最好
的专家配合项目工作。

“项目活动中，红十字会一手牵

出优质医疗资源，一手联系需要帮
扶的基层医疗人员，然后把他们的
手拉到一起。”梁宗飞形象地描述了
项目中红十字会的作用。

2018年，周口市西华县中医院
在红十字会协调下，如愿与河南省
胸科医院对接，2019年又与郑州大
学第五附属医院成功对接。两家医
院的送医志愿服务队每月到西华县
中医院开展一次培训。

每一次培训，西华县中医院医
生赵志刚都没有落下：“三级医院的
专家下来之后，把新的技术和理念
带过来，让我们不用‘走弯路’，大大
缩短学习周期。”通过“红会送医”培
训，他的医疗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非常感谢红会提供的这个平台。”
截至目前，河南省红十字会共

招募 9136名医术精湛、乐于奉献的
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医疗专家志愿
者，组成 122 支“红会送医计划”志
愿服务队，先后在卢氏县、兰考县等
95 个区县，深入 600 多个乡镇卫生
院，开展 2567 批次“送知识、送技
术、送义诊”志愿服务活动，接诊患
者30万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
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成为
群众认可的民心工程。

留下一支不会走的专家队伍

2019年 12月 2日，河南省平顶
山市叶县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里，刚出生的婴儿二宝（化名）因

为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孩子父母
松了一口气，医生张亚培却后怕不
已：“他们太幸运了！要不是医院刚
成立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很难想
象会发生什么。”

叶县距离平顶山市区 40 余公
里。之前，由于人才、技术和设备资
源有限，县医院根本不可能处置这
样的疑难病症。如遇重大疾病，患
者只能去市里医院就诊。

“红会送医计划”志愿服务队的
到来，为县医院带来了福音。2017
年，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红会送
医计划”志愿服务队队长林磊挂靠
县医院任副院长。两年来，他带领
的团队在叶县诊疗人数达 8250 人
次，指导开展手术 700 余台次。志
愿服务队还帮助县医院建成了康复
科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填补了县
医院的专科空白。

如今，林磊挂职任期已结束，但
他时不时还会回去看一看。“看到康
复科及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运行正
常，觉得很欣慰。能切实帮助县医
院提高医疗水平，再通过他们去更
好地服务基层群众，这是‘红会送
医’项目的最大意义所在。”

平顶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洪毅对“红会送医计划”志愿者的无
私付出表示由衷感谢：“经过几年努
力，这些专家志愿者给对接帮扶的
县乡级医院留下了一支‘不会走’的
专家队伍，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送到群众心坎儿上
——记河南省红十字会“红会送医计划”项目

本报讯 （陈佩）近日，浙江省
红十字会与省应急管理厅签署应
急联动工作机制协议。省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陶竞，省
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凌志
峰等参加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今后三年双方以各
自职能为基础，坚持统一协调、优
势互补，平时互动、战时联动，队伍
共建、科学调度，信息共享、高效协
同的原则，建立健全应急联动工作
机制，提升队伍救援能力，实现科
学、高效救援。

双方将在四个方面建立协同

联动工作机制。一是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在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
救灾物资储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方
面实现数据共享共用；二是建立应
急准备机制，协同促进社会应急力
量发展，推进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组织专家队伍建设，联合开展培训
演练和技能竞赛；三是建立应急救
援联动机制，强化灾情核查评估，
在应对重大事故灾害时，省应急管
理厅将红十字救援队作为重要应
急救援力量统筹调度使用；四是建
立组织保障协调机制，指导各地完
善联动工作机制。

浙江红会与省应急管理厅签订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