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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扬中举办“爱心一元捐”活动
本报讯（杨红）1月15日，江

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教育局举办 2019年“爱心一元
捐”救助金发放仪式，向全市15所
学校21名患病困难学生、12名患
病困难老师发放救助金8.5万元。
此项救助活动已连续开展5年。

西湖区急救培训送进广电
本报讯 （何佳妮）1月 7日，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红十字会和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联合举办“人
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广电专场
培训会，吸引了集团上百名员工
前来学习。区红会还给每个学员
赠送《家庭急救手册》和《多种急
救动作要领》小册子。

西安培训媒体工作者
本报讯（西红）1月13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在华商网总
部开展一期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华商网共计 50 余名新闻媒体工
作者参加本次培训。

苏州召开工作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沈雪婷）1月14日，

江苏省苏州市红十字工作2020年
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各市、区交流
了2019年红十字工作特色亮点和
2020年重点工作打算。会议还对
学习贯彻宣传省红十字会第十次
会员代表大会精神进行专题部署。

合肥召开年度工作总结会
本报讯（张妍）1月14日，安

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在长丰县召
开 2019年度工作调研总结会，市
红十字会及9个县（市）区红十字
会作工作交流，总结成功经验、提
出困难问题，共同探讨、互学互鉴。

长春红会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长红）近日，吉林省

长春市红十字会走进南关区天乐
路社区开展义诊活动，20名长春红
十字美吉公益志愿者参与活动。

9旬离休老干部向红会捐款
本报讯 （盐红）1月 8日，江

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一行到爱心
市民郑女士家中接受2万元爱心
捐款。据了解，这笔捐款是郑女
士受 97 岁的公公委托捐给市红
十字会，用于救助需要帮助的困
难学生。

曲靖召开主题教育总结会
本报讯（李正莲 张竹青）1

月15日，云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会，深入学习中央和省
委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全面
总结市红十字会主题教育取得的
成效和经验。市红十字会全体党
员干部参加会议，市委主题教育
第十九指导组副组长张鹏程一行
到会指导。

利州区新年第一期急救培训
本报讯（董煜）1月8日，四川

省广元市利州区红十字会举办新
年第一期急救员培训班，40余名营
运车驾驶员齐聚利州区凤凰驾校
参加培训。来自利州区红十字会
的救护培训教师向受训人员详细
讲解了红十字运动知识和应急救
护知识，30余名学员通过考试。

惠山区表彰优秀培训师资
本报讯 （石尉 穆晓云）1

月10日，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
十字会在区红十字服务中心举办
了 2019 年度优秀红十字应急救
护师资表彰大会。区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花茂波、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副主任季剑飞以及全区应急
救护培训师资共28人参加。

利津县开展敬老助老活动
本报讯（利红）1月14日，山

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第二实验幼儿园走进利津县爱
德护老院开展敬老爱老助老“暖
心”活动，为老人们送去一批生活
必需品。

元江县成立红会基层组织
本报讯（宋燕）1月 15日，云

南省玉溪市元江县红十字会基层
组织成立暨授牌仪式在甘庄街道
举行，标志着该县第一批基层红
十字会正式成立，该县红十字会
工作从此迈上新台阶。

蒲江县红会宣传进“两会”
本报讯 （蒲红）1 月 13 日至

14日，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
字宣传首次走进“两会”，会议期
间，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等
发放急救包430余个、《救护员》读
本430余册、“小天使基金”“天使
阳光基金”等宣传折页430余份。

■ 肖成树 彭灿波 严希

“我善良的父亲母亲，向你们
致敬！前天我妈妈从死神手中救
活了一名老者，无独有偶，就在刚
才，我爸在外做事，碰到一名 3 岁
小孩溺水，奋不顾身跳进冰冷的水
中，把他救上来了……”1月 11日，
湖南省红十字会优秀救护培训师
旷小玲父母连续救人的事迹“引
爆”朋友圈。

3天连续救2人

1月 9日中午 1点，在湖南省娄
底市杉山镇花溪村，一位骑摩托车
的大爷突然昏倒在地、心跳骤停。

当时，旷小玲 65岁的母亲李冬
秀刚好路过，看到躺在地上的大爷
脸色惨白，基本上没有心跳呼吸。

“当时我摸了下他的手还是有温度
的，立刻想到了女儿教我的心肺复

苏急救知识。”因为膝盖做了关节置
换，不能弯曲，李冬秀只能岔开双
腿，半蹲着救人。

她迅速清理了大爷口中的异
物，拉开外衣，打开他头部的护罩垫
在头下，开始有规律地胸部按压和
嘴部吹气。按压、吹气5次后，大爷
还是没有反应。李冬秀没有放弃，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把身体
重心放在另一条腿上，继续做心肺
复苏。

不一会儿，路过的两名幼儿园
老师也来帮忙，经过 40 分钟的抢
救，昏迷中的大爷手脚渐渐有了反
应，继而心跳恢复，终于苏醒。

围观的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为
李冬秀点赞。李冬秀开心地松了一
口气，被大家扶着站起来。

2天后，李冬秀的老伴，66岁的
旷桂喜也经历了一场生命救援。

1月 11日上午 10点左右，旷桂

喜如往常般在外做工，正在砌围墙
的他突然听见旁边的师傅大喊有小
孩掉进水里了。旷桂喜随即赶往附
近的池塘，看见一个小孩仰躺在水
面挣扎。

虽然天气严寒，但旷桂喜没有
多想，立刻跳进冰冷的水中。水很
深，身高 1.7米的他也够不着水底，
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奋力划水，终
于游到岸边，救了孩子。

原来，这个 2 岁小孩和他的哥
哥在池塘边玩耍，不小心落了水。
哥哥准备下水救弟弟，被旷桂喜及
时阻止，“要是两个都落水，那可不
得了”。

孩子救上来后，旷桂喜全身湿
透，他说：“我做了应该做的事，非常
开心。”

红十字家庭的博爱情

“是我女儿教我的，她是红十字

会志愿者、培训讲师，红十字会经常
开展急救技能宣传培训活动，希望
身边的人都学会这些应急的技能。”
李冬秀介绍，女儿旷小玲回家时机
经常鼓励亲人掌握心肺复苏、气道
异物梗阻、日常意外伤害等急救技
能，没想到，这一次碰到紧急情况，
平时学到的红十字应急技能真派上
了大用场。

据了解，旷小玲上大学学的是
医学专业，目前在长郡中学从事医
务工作，是全科主治医师、二级健康
管理师，还是湖南省红十字会优秀
救护培训师、湖南省首批国际急救
培训师。她热心志愿服务，已开展
救护培训 9 年，是红十字会五星级
志愿者，曾进入雅安地震前线开展
医疗志愿服务。

旷小玲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红
十字家庭，母亲 1984年接受培训后
成为村上的接生员，父亲做过赤脚

医生，两人在当地开了一个村卫生
室，1997 年加入娄底市红十字会，
成为红十字会会员。

村卫生室位于湖南省娄底、宁
乡、湘乡三地交界处，每天来来往往
的车辆及人员特别多，村卫生室总
会收留有一些流浪汉进入。旷桂喜
与妻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文
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却有着“人道、
博爱、奉献”情怀，看到流浪汉，想到
他们家属的担心，就在村卫生室帮
流浪汉洗头洗澡换衣服，尽量帮他
们找到回家的路，经常有家属送来
锦旗表示感谢。

这次，李冬秀旷贵喜夫妻三天
之内接力上演奋力救人的义举刷爆
了当地人的“朋友圈”。面对赞誉，
李冬秀和旷桂喜夫妇只是说：“这是
我们红十字人应该做的，他们没事
就好。”

一家三口全是“红人”，娄底市红十字会——

培训师父母3天救2人

日前，大连市西岗区红十字会举行“慈善情暖万家”活动暨日新街道
“慈心为人、善行济世”救助帮扶启动仪式。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
相关领导和各成员单位领导参加了活动。图为西岗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
长于礼一（右一）向困难群众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西红/摄

湖北 近日，鄂州市红十字
会 启 动 2020 红 十 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为困难群众送
去由湖北省红十字会下发 的“博爱
家庭包”300个，以及自筹资金20万
元采购的 1000 个市级“博爱家庭
包”。葛店开发区红十字会为该区
10户贫困家庭免费发放“博爱家庭
包”。西山街道石山社区开展“红十
字博爱送万家暖人心”活动，为辖区
30 户困难群众送去“博爱家庭包”
以及新年的祝福。

1 月 14 日，襄阳市红十字会联
合传奇集团深圳禧祐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到寺坪镇砂坪村开展“送健
康送温暖”捐赠活动，为困难群众捐
赠营养食品220盒，价值5.7万元。

江西 1月14日，南昌市红十
字会筹集爱心款物 49

万余元，赴南昌县南新乡九联村、周
坊村走访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及城乡贫困家
庭。

1 月 14 日，赣州市崇义县红十
字会一行组成慰问组到县龙勾乡康
复村对麻风病康复人员开展走访慰
问活动。

江苏 1月初，南京市六合区
红十字会向山阳县拨

款5万元作为“博爱送万家”专项资
金，县红十字会采购 270 个家庭包
和262套床用品，分发到各社区532
户救助家庭。

1 月 14 日，南京市建邺区红十
字会来到区社会福利院、南湖养老
院、南京市慧恩老年公寓慰问老人，
为他们送去价值 3.5万元的节日慰
问品。

1月7日，昆山市红十字会向全
市 751 户 困 难 家 庭 发 放 价 值 近
45.11万元的慰问物资和37.55万元
的慰问金。

1月 13日至 15日，盐城市红十
字会先后看望慰问120户社区困难
家庭，向每户发放 500 元救助款和
一袋大米、2壶食用油。

1 月 14 日，泰州市红十字会赴
挂钩扶贫点——姜堰区蒋垛镇界河
村，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帮扶农户 11
户，发放慰问金和慰问物资款物共
计5800余元。

1 月 15 日，泰州市靖江市红十
字会和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起来到
生祠镇涨公村，慰问 6 名麻风病休
养员，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

镇江市扬中市红十字会向5镇
1 区拨付救助款 24.2 万元，共救助
319 个困难家庭，受益群众 500 余
人。

近日，由南通市红十字会、市餐
饮业商会红十字会共筹资 10 万元
救助金向 1000 余户困难家庭和好
人家庭发放年夜饭和新年礼物。

近日，常州市红十字会“博爱送
万家”活动正式启动，预计将筹集慰
问款物近 100 万元，慰问困难群众
3000余户。

浙江 1月16日，金华市永康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

长邵日新，秘书长吕中原等赴龙山
镇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为困难户送
上慰问金。据了解，今年慰问款物
达960万元，可使960户困难家庭受
惠。

安徽 1月14日，安庆市桐城
市红十字会“博爱送

万家”暨99公益日“大病帮扶，情满
文都”项目救助活动走进该市 2 户
贫困病患家庭，为他们送去救助款
和新春大礼包。

山东 1月10日，威海市红十
字会启动“博爱在威

海”送温暖活动，将为博爱敬老院、
器官遗体捐献者家庭等送去价值近
40万元的物资和资金，预计总受益
群众4000余人。

1月9日，临沂市红十字会为建
国前老党员李道行、失能老人孔庆
珠送去慰问品。

近日，烟台市招远市红十字会
集中走访慰问红十字志愿者、遗体
角膜捐献者家属、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和特困群众41人次。
1月6日，东营市东营区胜园街

道红十字会向辖区内7个村10户困
难家庭发放救助物资。

1 月 14 日，东营市利津县红十
字会来到胥家村红十字服务站，对
80 岁以上老人及病残户进行走访
慰问，并分别为他们送去温暖箱（内
含面粉、食用油等）27个。

甘肃 1 月 9 日，庆阳市庆城
县红十字会“博爱送

万家”活动正式启动，将为全县 453
户困难家庭和 30 户先心病患儿家
庭送去价值7万余元的慰问品。

1 月 15 日，庆阳市华池县红十
字会对县城乡285户困难家庭发放
价值12万元的慰问物资。

重庆 1 月 10 日至 12 日，梁
平区红十字博爱志愿

服务队为 6 户困难空巢老人、残疾
人、智障家庭送去温暖包，并开展安
全宣

吉林 1月10日，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安图县红十字

会举行 2020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启动仪式，共为全县463户
贫困户发放慰问金15.4万元。

山西 近日，晋中市红十字
会开展“博爱送万家”

活动，筹资近百万元购买 7000余份
救助包，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
特困家庭等。

1月 14日至 16日，晋中市寿阳
县红十字会向结队帮扶的西洛镇云
烟村 50 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送去
慰问物资，共发放“博爱生活包”10
箱、食用油40桶。

近日，赣州市龙南县红十字志
愿者到龙南县天年医养中心开展

“关爱老人，爱在暖冬”活动，为老人
送去棉被、牛奶等物资，并帮他们理
发、剪指甲。

陕西 近日，西安市红十字
会前往县九间房镇张

家坪村，为当地困难群众送去慰问
品和慰问金。

1 月 14 日，西安市碑林区红十
字会为困难群众发放等慰问品 60
余份。

1 月 16 日，雁塔区红十字会赴
周至县马召镇辛口村参加雁塔区政
府组织的送温暖活动，为50户贫困
群众送上迎新大礼包。

近日，渭南市合阳县红十字会
携手爱心企业、爱心社区、爱心人士
走进九龙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幼
儿图书和生活用品。

近日，安康市石泉县红十字会
向全县发放价值 18.3 万元的家庭
包，惠及全县800户近2000余人。

辽宁 近日，大连市西岗区
持续开展“博爱送万

家”活动，预计将为辖区困难群众送
出米面油200余份，现金4.7万元。

近日，葫芦岛市红十字会与绥
中县红十字会将省红十字会下拨的
价值 20 余万元的救助物资发放给
受灾贫困群众。

黑龙江
近日，佳木斯市红
十字会开展“博爱

送万家”活动，为540户困难家庭发
放价值 8万元的救助物资 180箱和
价值10万元的生活物资。

近日，七台河市红十字会共筹
集款物 8 万元，对该市贫困重疾人
员进行走访慰问。

内蒙古 1月9日，乌鲁木齐
市 红 十 字 启 动

2020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启动仪
式，将投入 73.8 万元，救助 3692 户
困难家庭。

近日，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前
往海拉尔区建设街道办事处海宝社
区、靠山街道办事处友谊小区看望
2019年“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
动”海拉尔区困难受益患者，为她们
带去生活用品和慰问金。

近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红十
字会来到白脑包镇明星村与贫困户
进行座谈，为9户精准扶贫户、18户
贫困户送去价值 8000 余元的生活
物资。

1 月 14 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红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家”贫困大
病救助活动，对该旗各苏木镇场
135 名贫困大病患者进行救助，发
放救助金15万元，发放慰问物资及
人道救助金5万元。

1 月 15 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红十字会来到将军尧镇团结村慰问
老党员 4户，贫困家庭 6户，为他们
送去生活必需品。

河北 1月15日，石家庄市红
十 字 会 启 动 2020 年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为救助
对象发放“红十字温暖箱”220 个，
棉大衣2000件和棉被2000条。

河南 1月16日，信阳市红十
字会赴息县关店乡吴

村铺村开展红十字博爱送温暖活
动，共向帮扶村50户贫困家庭送去
价值近 2 万元的生活物资和慰问
金。

近日，信阳市新县红十字会将
价值近8万元的慰问品送到贫困户
家中，预计500名困难群众受益。

四川 1月13日，达州市红十
字会一行赴市通川区

江陵镇新农村等地开展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5 户、重疾患者 1 户，送去慰问金
8000元和红十字家庭温暖箱。

近日，达州市渠县红十字会筹
集资金20余万元购置食用油、衣服
等物资，走进贫困村看望慰问残疾
人、特困病人和帮扶群众。

1 月 15 日，广元市红十字会走
进剑阁县剑门关镇风垭村、昭化区
红岩镇山溪村，为96户贫困群众送
去过冬物资。

云南 1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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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筹集价值 9 万余元的爱
心物资已全部发放到了当地建档
立卡贫困户手中。

真情真意帮贫 尽心尽力解忧
各地红会开展2020年“博爱送万家”活动

本报讯（叶琳）近日，浙江省
台州市温岭市150台自动体外除颤
仪顺利通过验收并正式投放于 16
个镇（街道）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
为心源性猝死患者的现场救护提供
安全保障。

AED，全称自动体外除颤仪，
被誉为“救命神器”，是一种便携式、
易于操作的心脏急救设备，可供非
专业人员使用，在心脏骤停的第一
时间给予电击除颤，帮助患者恢复
心脏跳动。

“投放 AED 的数量，我们基本
上是按照每个镇（街道）人口数的万
分之一来确定的。就投放位置而
言，我们重点考虑全市中学以上的
校园，以及像车站、火车站、等人员
较多的场所。”温岭市红十字会专职
副会长赵玲介绍。

为确保设备的有效使用，工
作人员通过远程管理系统可以密
切关注全市 150 台 AED 的设备状

况，包括每台 AED 的设备编号、设
备位置信息、电池电量，以及抢救
信息、故障台数等。同时，温岭市
也推出了 AED 微信小程序，市民
可以通过搜索“AED 设备导航”，
实时掌握 AED 的分布和就近位
置。

“这些 AED 的投放，一方面可
以提高老百姓的急救意识，另一方
面也能有效提高市民在公共场所突
发心脏呼吸骤停时的抢救成功率。”
赵玲表示。

加上之前已投放的 10台，目前
温岭市共有160台AED投放于公共
场所，达到每万人拥有 1.3 台 AED
的配比，位于全国AED配置数量达
标县市前列。据悉，为配合AED的
使用，2019年温岭市红十字会共举
办应急救护培训 328 期，培训达
50064人次。其中普及262期，培训
46338人次；救护培训66期，培训救
护员3726名。

温岭150台AED正式投放公共场所
每万人拥有1.3台，居全国配置数量达标县市前列

情暖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