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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南京召开“志友”年度总结会
本报讯（周健）1月10日，江

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在东南大学
召开“南京市红十字会志友协会
2019年度工作总结会”。市红十
字会、东南大学医学院、南京中医
药大学、红十字医用组织库中心、
红十字眼库等单位近 300 人参
加。

郑州召开志愿者工作会议
本报讯（朱国帅）1月10日，

河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 2020 年
全市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在
市第九人民医院召开。会议对
2019 年全市红十字志愿服务工
作进行总结并对 2020 年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并并现场为优秀集
体和优秀志愿者颁奖。

合肥AED首次救人
本报讯（张妍）1月13日，安

徽省合肥市高铁南站一位老人突
然晕倒。医护人员赶到后，立即
对其实施心肺复苏，并借助站内
AED 成功使老人恢复心跳。据
了解，此台AED为2019年合肥市
红十字会在公共场所安装的 133
台AED中首台被使用的设备。

哈尔滨红会助力马拉松
本报讯 （哈红）1月 7日，中

国·哈尔滨（芬兰蒂亚）滑雪马拉
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伏尔加庄
园景区举行。为保障滑雪者安
全，哈尔滨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50名队员参与应急保障，负责赛
事的秩序维护、赛道观察、应急救
护等工作。

晋中成立爱心互助基金
本报讯 （晋红）近日，山西

省晋中市红十字会与市公安局举
行签约仪式，联合成立“关爱公安
民警”爱心互助基金。此项基金
将惠及基层民警，帮助解决伤残、
困难民警生活所需所用。

宜兴红人获“最美”称号
本报讯 （王来根）近日，由

江苏省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的寻找
“最美红十字人”活动底圆满结
束，宜兴市张渚镇红十字会常务
副会长贾林康当选为江苏“最美
红十字人”。

泰州红会获赠400万元服装
本报讯 (钱荷芳)1月 10日，

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成功接收
梅兰热电有限公司捐赠的一批服
装，共计 6100 多件，价值 400 万
元。这是市红十字会近年来接收
到的最大金额单笔捐赠。

驻马店举办信息系统培训
本报讯 （谭春明）1月 9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红十字会举办天
使基金信息系统培训，对天使基
金网报信息系统模块、系统操作
步骤逐一讲解、演示，并对系统可
能出现的问题讲解处理方法。

湖州春运返乡旅客学急救
本报讯（湖红）1月10日，浙

江省湖州市红十字会在市高铁站
开展志愿服务，为春运返乡旅客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吸引众多旅
客围观学习。一名儿童也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体验了AED操作。

盐都区首台AED“上岗”
本报讯 （王金海）1月 8日，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首台 AED
在紫金大厦成功布设，区红十字
会为大厦内部分办公和物业管理
人员进行AED操作培训。

建华区创新普及红十字知识
本报讯 （寇艳琦）近日，黑

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回民小
学开展“接力红十字精神”主题班
会和“红十字募捐画展”，为学生
们普及红十字知识，并邀请全校
领导和教师以“购买”画展门票的
形式，募集 500 余元善款捐至区
红十字会。

平阳县急救培训进亲子活动
本报讯 （孔敏文）1 月 10

日，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
会走进实验二中学生寒假社会
实践亲子活动现场。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师资重点从红十字
小故事、心肺复苏、包扎等内容
进行了讲解，手把手带领学生们
进行操作练习。

望江县红会获赠净水器
本报讯 （黄敏霞）1月 9日，

“关注安全饮水 助力脱贫摘帽”公
益慈善活动走进安徽省滁州市望
江县，滁州扬子沃特净化设备有
限公司向县红十字会捐赠 160台
扬子净水机，总价值95.68万元。

■ 记者 陈娟

“双腿太紧了！放低一点，姿势
才标准。”

“老大，不是我不放低，是我太胖
了！”

1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狼群应急救援服务中心，红十字狼群
应急救援队正在进行日常高空绳索
训练。救援队队长陈剑明盯着队员，
仔细纠正他的分解动作。“别看这么
一条绳索，上面有很多道道的；平时
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狼群”是一支成立于 2015 年
的民间应急救援队，2016年5月，被
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会授予“富阳
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称号；2017
年 8 月，中共杭州市富阳区狼群应
急救援服务中心（红十字狼群应急
救援队）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狼群
党支部）正式挂牌成立。2019 年，
红十字狼群党支部被评为杭州市

“最强党支部”，这支“义”字当头、
“救”字当先的山地救援小分队，最
终凭借党建引领队建，成长为一支
组织架构清晰、责任分工明确的新
型民间公益救援队伍。

初露锋芒：“浦江人永远记得你们”

2016年 2月 16日中午，金华市
浦江县大畈乡建光村 3 名孩子失
联。当日晚 7 时，县公安局接到报
警，随后消息迅速传播开来，150多
支救援队 7700 多人次在建光村周
边11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接
力救援。19 日 10 时 20 分，走失近
72小时的3名孩子被找到。

陈剑明是在 17 日上午 6 时 30
分得到的消息，他很快通过微信群
紧急集合一批队员，赶往浦江参与
救援。陈剑明和 15 名队员在临时
救援指挥部安排下进行地毯式搜
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即使这
样，两天过去，依旧没有找到线索，
陈剑明感到有些沮丧，更多的还是
对3个孩子的担心。

反复分析了当时的搜索方式，
又带着队员到老乡说曾听到孩子
哭喊声的山坳转弯处搜寻，陈剑明

发现，在当前搜索范围内是无法听
到呼救声的，他判断孩子们已经走
出山坳。于是，在时任浦江县委书
记施振强提议“让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请救援队长们提建议时，陈
剑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建议
放弃盲目的“地毯式搜索”，转而沿
着山脊的成熟路线向外扩展 50
米，进行“印第安式搜索”，5 人一
组，一名队员在前负责导航，一名
队员负责通讯，左右各一名队员观
察情况，最后一名队员负责后方搜
寻。

指挥部采纳了陈剑明的意见，
决定在2月19日上午发起第三轮搜
救。

按照陈剑明的方案，19日上午
10时左右，对讲机里传来消息：“孩

子找到了！”人群沸腾。陈剑明赶紧
过去确认情况，看见一个孩子躺在
担架上，“她看着我，可能是虚弱，说
不出话，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搜救告一段落，负责现场指挥的施
振强主动找到狼群队员们合影：“浦
江人永远记得你们！”

新型管理：成为杭州“最强党支部”

狼群救援队立队，是由陈剑明
和几个登山协会志同道合的伙伴共
同成立的，无论是队伍管理还是处
事风格，都以“义”字当头，“救”字为
先，更像是一个“聚义堂”。随着参
与的救援任务越来越多，队伍不断
壮大，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专业水平
难免参差不齐。

2016 年 4 月，在富阳区红十字

会指导下，狼群救援队开展“新时代
公益救援队伍如何健康发展”“公益
如何做强做大”等方面的讨论，最终
确定“以党建带队建，尽快建立队伍
党组织”的发展方向。

2017 年 8 月，狼群党支部正式
成立。支部 40名党员中只有 10名
党员组织关系在狼群，其余30名仍
在工作单位。为让更多的党员能参
加支部活动，他们将“党员固定主题
党日”“三会一课”均安排在非工作
时间进行。

此外，狼群党支部采用“双强四
联”工作机制，即每名党员要遵守自
己写下的一句话承诺，每名队员要
做到“十不准”承诺；党员通过先锋
平台的先锋指数积分进行考核，队
员凭借出勤考核进行积分；党员在
6个服务群众方面带领队员进行服
务；党员每月有固定主题党日活动，
队员每周三有例会活动。

此外，在民政局新社会组织综
合党委领导和富阳区红十字会支持
下，狼群救援队党支部还建起了党
建园地、制度墙、荣誉栏、党员活动
室等200多平方米的场地。

1月 6日晚 8点，20余名党员准
时来到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听陈
剑明组织开展的党课培训。“‘夜学’
的形式挺好的，这样我们流动党员
也能跟上步伐，快速成长。”救援队
指挥员谢益飞2017年加入狼群救援
队，本职是附近一个村子的村务工
作人员，他表示自己在这里既可以
发挥专长，又能学到救援本领，非常
充实。

目前，狼群9名大队成员中有6
名党员，下设 8 个职能中队队长中
有7名党员。“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更加突出，能带动队员积极性，让
整支队伍更具活力和发展潜力。”陈
剑明说。如今，狼群党支部与省地
震局机关党委第三支部（浙江省地
震救援队支部）等党支部结对共建，
开展地震救援技术、心理咨询和防
灾减灾救灾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不
断提高队员综合素质。

2019年，狼群支部凭借在各项
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被评为杭州市

“最强党支部”。

何为狼群：团队协作，共同成长

狼是群居动物，总是集体活动，
而且从不抛弃受伤的伙伴，这与救
援队的成立初衷和发展理念相符，
也是建队之初以“狼群”命名的原
因。

如今，狼群已成长为一支拥有
147名队员、6大类 20余种 250余本
相关专业资质，能够承担应急救援、
救灾演练等社会职能的公益团队。
现有志愿者中拥有医疗类相关专业
资质 14 人，山地救援类、爆破等专
业人才37人；先后培养防灾减灾培
训指导师16名、PADI潜水员14名、
国家紧急救助员37名、红十字救护
员 106名以及CPAD绳索技术队员
24名。

成立以来，狼群救援队参与跨
区域灾害应急救援30余次，累计处
置抗洪抢险、溺水救援、山地救援等
应急突发事件百余次；还曾作为浙
江省唯一的民间专业地震应急救援
队，参与省地震局临安於潜地震救
援响应。

狼群的美名不仅传遍了浙江，
更先后受到国务委员王勇，民政部
长、浙江省省长和国家安全总局等
领导的接见和表扬，先后荣获浙江
省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和个人二等功
1次，三等功 4次，2018年全国社会
力量救授技能竞赛第一名，其中党
支部书记、大队长陈剑明被评为浙
江省红十字优秀志愿者。

狼群是一个整体，参加救援、演
练、比赛的只是一部分人，但他们代
表了整支队伍。服务中心大门处的
两面墙上刻满了给队内捐赠款物的
队员名字，“最早是因为出去救援、比
赛的队员太辛苦了，伙食也不好，我
们就你几百我几百地凑，想给队友们
改善伙食，后来就越来越多。”大队副
队长徐全坤说，还有70多岁的志愿
者没办法参加训练，就坚持给队里食
堂送菜，队员们吃饭也是按心意和能
力付钱，服务中心既是队员们学习专
业救援技术的地方，也是制度明确、
氛围融洽的“活动基地”。

从“聚义堂”到“最强党支部”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发展纪实

北京
1 月 9 日，西城区红十
字会机关党支部开展

“情系百姓、新春送暖”主题党日活
动，支部全体在职党员分 4 组来到
结对共建白纸坊街道新安中里社
区，走访慰问4户困难群众，为他们
送去红十字慰问金和爱心物资。

河北
近日，承德市红十字
系统正式启动 2020年

度“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利用
“博爱一日捐”筹集的善款 18.35万
元，采购 2293 份粮油物资，在两节
期间陆续送出。

1 月 10 日，秦皇岛市红十字会
举行“博爱送万家”活动启动仪式，
这是全市红十字系统连续第 11 年
举办此项活动。市红十字会筹集
10.55 万元慰问物资，将精准救助
603户困难家庭。

河南
1 月 14 日，濮阳市红
十字会举办“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物资发放活动，预计
将为上千个家庭送去暖包（包含米
面粮油、棉衣棉被等）1000余个，新
年台历1000余本。

20 年来，濮阳市红十字会“博
爱送万家”活动已经在元旦春节期
间发放物资价值上千万元，受益群
众达10万余人。

安徽
1 月 6 日，合肥市红十
字会 2020 年“博爱送

温暖”活动正式启动，市本级筹集
款物总价值34.44万元，将配合市委
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等部门，将
慰问物资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近日，黄山市黄山区 2020 年
“福彩暖人心、博爱送万家”春节慰
问活动启动仪式在黄山景区红十
字救护站举行。该区民政局（福彩
站）和红十字会共同筹集资金 7 万
元订制生活用品，在春节前赴全区
14个乡镇500多户困难家庭开展走
访慰问。

四川
1 月 9 日，随着两台满
载价值21万元年货的

卡车从物资仓库缓缓驶出，成都市
双流区正式拉开 2020年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春节慰问活动序幕。

近日，达州市红十字会启动
“博爱送万家”活动，市红十字会党
支部书记、副会长会聂立超带队前
往大竹县石河镇、二郎乡等地慰问
器官捐献困难家庭、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和艾滋病致孤儿童困难
家庭，为他们送去了 8581.5元的人
道救助金及过冬物资。

近日，广元市苍溪县红十字会
在八庙镇王家口村举行“博爱送万
家”活动启动仪式，先后为八庙镇、
元坝镇、陵江镇等10余个乡镇群众
送去棉衣、棉被、羽绒被等生活用
品，总价值15万余元。

江西
近日，南昌市新建区
红十字会在市救灾备

灾物资仓库开展 2020年“博爱送万
家”活动，共为南矶乡朝阳村困难
家庭发放10床棉被、34件棉衣、120
个洗漱包等生活用品。

1月2日，上饶市红十字会在市
会议中心举行“博爱送万家”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为 1000余户困难家
庭发放大米1.2万斤。

1月7日，吉安市红十字会举行
2020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启动仪
式。市红十字会为捐赠 20 万元支
持此次活动的市兴华投资有限公
司颁发捐赠证书和牌匾，并现场发
放价值 51.5万元的慰问物资，这些
物资将通过各扶贫工作组和各级
红十字会送往 1891户贫困、遗体器
官捐献者和困难红十字志愿者家
庭。

江苏
1 月 7 日，南京市江宁
区红十字会 2020“这

个冬天不会冷”公益暖冬行活动在
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启动。活动
为 30 名困难学生发放物资和资金
近5万元。自此，2020年全区“博爱
送万家”活动正式启动。据悉，本
次“博爱送万家”系列活动将持续
至春节期间，江宁区红十字会将走
村入户慰问孤寡老人、残疾人员、
大重病患者以及困难遗体捐献者
等群体，发放救助款物200余万元，
惠及困难家庭3000余户。

近日，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启

动红十字会“博爱进万家”活动，将
博爱救助金和物资送进 34 户困难
户，救助家庭数量创历年之最。

1月 7日至 8日，盐城市红十字
会“博爱送万家”活动小分队先后
到盐城市田家炳小学等 4 所学校，
开展助学圆梦行动，向 289 名品学
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送去慰问金
和节日祝福，其中大学生每人 1000
元，中小学生每人500元。

近日，泰州市红十字会启动
2020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市红
十字会将总价值约 15 万余元的生
活物资陆续送到困难群众家中。

浙江
近日，湖州市红十字
会连续第 21 年开展

“情暖湖州·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
动，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健委、市
民政局等部门为休养员送上慰问
品和慰问金；联合市委办走访慰问
10户困难家庭。

1月 2日至 3日，舟山市红十字
会到毛竹山村、桃湾社区等地开展

“博爱送万家”暨“深化‘三服务’、
助推开门红”活动，走访慰问当地 6
户困难家庭，为他们送去 1500元慰
问金及慰问品。下一步，市红十字
将对全市640余户的困难家庭进行
春节慰问。

1 月 13 日，由金华市浦江县红
十字会、浙江省圣奥慈善基金会
共同发起的“2020 年‘博爱送万
家’集中救助活动”在县生命教育
体验中心举行，为该县 38 名无偿
捐献器官捐献者家属和 69 位低保
血透病友发放由圣奥慈善基金会
提供的慰问金和慰问品共计 10 万
余元。

福建
1 月 7 日，泉州市南安
市副市长李少敏在市

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施能利等赴
南安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节前走

访慰问活动，为中心孤残儿童和一
线干部职工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
物品。

1月9日，漳州市芗城区红十字
会在古城北广场开展“和谐在芗
城，博爱送万家”活动。活动共筹
集救助金 26000 元、慰问金 29000
元，救助物资65份（每份价值400余
元），用于救助 65 个贫困家庭。同
时还为各类重疾患者每人提供
1000元补助金。

1月9日，漳州市诏安县红十字
会走进霞葛镇南陂村开展“博爱送
万家”活动，为 20 户特困群众发放
慰问物资并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1 月 10 日，龙岩市红十字会启
动“博爱送万家”活动，为15户困难
居民送去慰问物资。据悉，2019年
99公益日“爱过年·红色闽西”项目
共募集的 12 万余元善款将全部被
用于此次活动。

情系百姓冷暖 心为百姓解忧
各地红会开展2020年“博爱送万家”活动

1月7日，云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联合沾益区红十字会共同在沾益区盘江镇河西村委会开展2020年“博爱送万
家”活动。本次活动共筹集价值9万余元的爱心物资，发放到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手中。

曲红/摄

1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狼群救援队进行日常的应急救
援训练，图为队员们在练习高空绳索。 陈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