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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援疆衣物“奔”向新主人
本报讯 （江红）2020 年 12 月
26 日下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红十字会联合南京海尔曼斯集团
有限公司向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
捐赠了一批价值 600 万元的全新
保暖衣物，共 4280 余件。

爱心企业援助曲靖
本报讯 （张竹青）近日，云
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与浙江乔治
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子公司
正式签订《红十字博爱送万家，乔
治白情暖珠江源项目合作协议》，
建立公益项目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推进红十字运动精神传播和红
十字事业健康发展。

绍兴召开学校红十字工作会议
本报讯 （郑耀）2020 年 12 月
25 日，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召
开 2020 年度绍兴市学校红十字
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 2020 年
全市学校红十字工作情况，部署
新年重点工作。下一步，绍兴市
红十字会将联合市教育局进一步
提升学校红十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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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谣传“去世”，
仍坚持战疫
——记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孔家坊乡王家畈村村医段江波
2020 年已慢慢走远。从年头
到年尾，
无数抗疫人员坚守一线，
守
护万家平安。来自湖北省黄冈市英
山县孔家坊乡王家畈村的乡村医生
段江波也是其中一员。

隔离 14 天，谣言四起
2020 年 初 ，武 汉 封 城 的 前 一
天，一位村民从武汉回到王家畈村。
因为身体不适，
他找段江波看诊，
一
量体温，39.2℃。段江波立刻按流
程上报，该村民随即被救护车送到
县医院。
疫情早期，
由于检测条件不足，
这位村民通过 CT 检查被认定为普
通肺炎，又回到了村里。段江波和
妻子毫无避讳继续上门为他治疗。
2 月初，随着检测进步，诊断标
准更新后，该村民被确诊患有新冠
肺炎。段江波夫妻二人因接触过确
诊病例被隔离 14 天。好在由于防
护意识强，二人并没有被感染。但
出乎意料的是，短短 14 天，夫妻二

人去世的消息越传越真：
“段医生两
口子死了”
“听说是得新冠死了”
“可
惜了，
好人没好报”……
对段江波来说，谣言不是最令
人难受的。
隔离结束后，村里人对段江波
一家敬而远之，也没人敢再来诊所
看病。王家畈村所在的英山县距离
武汉只有 2 小时车程，生活在这里
的村民很难不提心吊胆。在村民眼
中，被隔离的段江波夫妻无疑成了
“瘟神”，谁也不敢冒着生命危险靠
近他们。
这对一年到头总是操劳的段江
波是一种打击：
“没想到全国医生最
忙碌的时候，
我却最清闲。”

坚持工作转变村民态度
过去，
村里有腿脚不便的老人、
残疾人，
段江波经常上门看诊，
就算
凌晨半夜有急诊，
他也从不拒绝，
村
民们早已习惯了他奔波的身影。
疫情期间，大家看到结束隔离

的段医生上门，
心里还是有些抗拒。
为了自证“清白”，他常常拿着体温
计给自己量体温。渐渐地，大家才
逐渐接受了他。
3 月之前，村医挨家挨户量体
温都有政府补助。之后，防疫进入
常态化，补助没有了。段江波做再
多也是“义务劳动”，但他还是坚持
每天去给每户村民量体温。
直到 3 月底，疫情渐渐趋于平
稳，
他依然放不下心，
不仅给村民们
送去体温表和口罩，教会大家如何
量体温看数据，还建立了微信群每
天督促村民上报体温。对于不会量
体温的村民，他不辞辛苦也要登门
测温。
在段江波的亲力亲为中，村民
们对他恢复了往日的亲近，言语中
都是对段医生的夸赞。

守护村民26年，新起点带来新阵地
随着疫情在全国得到有效控
制，
王家畈村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本报讯 （洪永林）2020 年 12
月 30 日，江西省九江市红十字会
举行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成立暨
集 中 授 旗 仪 式 ，为 23 支 队 伍 授
旗。该批队伍得到了各大医院、
高校卫生护理专业的积极响应。
他们将重点开展传播红十字精
神，推广健康关怀和养老服务，开
展应急培训，
普及急救知识，
提供
人道救助服务。

王东升：
“援鄂”又“援伊”的志愿者

本报讯 （杨玉明）近日，江
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组织应急救
护培训师资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和
东台汽车客运站开展自动体外除
颤仪（AED）操作专项培训。

临沧红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临红）2020 年 12 月
28 日，云南省临沧市红十字会召
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临沧市红十字会第五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
临沧市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和
第一届监事会。

梁平区助力困境学童成长

丽水红会召开四届二次理事会
本报讯 （丽红）2020 年 12 月
25 日，浙江省丽水市红十字会召
开四届二次理事会议。会议回顾
总结四届一次理事会以来工作，
研究部署 2021 年工作任务。会
议审议通过了市红十字会四届二
次理事会议工作报告、2020 年度
捐赠款物接受使用情况，通过了
调整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等有
关情况报告。

六合区公交员工献爱心
本报讯 （王熹）2020 年 12 月
24 日，江苏省南京市公交六合区
分公司干部职工向区红十字会衣
物捐赠中心捐献冬衣和铅笔、作
业本等物品。该批物资将由区红
十字会统一安排发放给山西山阳
县、青海湟源县困难群众。

盐都红会完成新年长跑保障工作
本报讯 （王金海）1 月 1 日上
午，江苏省盐城市迎新年长跑活
动在盐龙体育公园鸣枪，盐都区
红十字会派出 20 余名应急救援
队员、救护师资和救护员志愿者
沿途提供保障服务，确保第一时
间为有需求或遇突发情况的人员
提供及时、有效的急救服务。

巢湖红会送救护知识进小学
本报讯 （庐红）2020 年 12 月
29 日下午，安徽省巢湖市红十字
会联合市爱巢社会工作服务社走
进市城北小学，为 180 余名小学
生送去一堂生动的应急救护讲
座，讲述红十字运动发展史，
介绍
意外事件应急处置方法，体验心
肺复苏操作流程。

前锋区温情暖夕阳
本报讯 （前红）元旦前夕，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红十字志愿
者服务队为老服务分队分组走访
慰问高龄贫困老人。服务队自
2020 年 11 月成立以来，已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 4 次，慰问走访老年
人 50 余人次。

畈村援建博爱卫生站后，段江波的
看诊环境终于得到改善。新落成的
卫生站工作环境更加宽敞，设备更
加专业，从前做不了的检查——血
压、血糖、心氧保护、尿液检测等，
都
可以做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提供的培
训也让我学到越来越多的医学知
识，
就算碰到疑难杂症，
还可以跟北
京专家远程联网，向他们咨询和学
习。”在段江波的同学中，很多人都
已经成为大医院里的主任、教授，
可
是坚守在村医室里的他从不懈怠，
也从未抱怨过自己的经历，依然每
天兢兢业业，
不断研读医书，
认真写
下每一笔就诊记录，尽己所能为每
一位村民服务。
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共在全国援建了逾 2500 所博爱卫
生站，改变了一个又一个老少边穷
地区的医疗条件，也改变了一位又
一位村医的命运。
（宗合）

抗疫先锋

东台开展AED操作培训

本报讯 （李羡权）2020 年 12
月 24 日，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
组织区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到云
龙小学开展“一对一助学捐款关
爱困境学童”志愿服务活动，为 6
名困境家庭儿童每人送去 2000
元助学款和书籍。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援建的博爱卫生
站里，段江波再次忙了起来。每天
都会有七八个村民来看诊，安静地
排着队，等待段医生为自己治疗。
这位守护了村民 26 年的医生，深受
尊敬。
1992 年，中医专业毕业的段江
波被分配到孔家坊乡卫生室。两年
后，一次车祸让他身体左半偏瘫。
为了出行方便，
他回到了家乡，
成了
王家畈村的村医。在这里，他一干
就是 26 年。
多年来，段江波不仅是王家畈
村 2000 余人的“段医生”，在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援建“博爱卫生站”后，
他更成为了周围四五个村 5000 余
人的健康守护者。
村民们朴实，有时会带着自家
种的山果来感谢段江波，但段江波
心里最感激的却是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援建的卫生站。
此前，
段江波的诊所开在家里。
2017 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王家

暖童心

1 月 1 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看望
困境儿童，
为他送去过冬的棉衣棉鞋、
学习用品、
救助金和食品，
并陪着孩
子诵读课文，
寒冬里洋溢着一片温暖。
（高荣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很多
医护人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
线，而王东升经历了安徽、武汉及
伊朗三个“战场”，成为其中一个
“援鄂”又
“援伊”的医护人员。
疫情爆发后，
所有呼吸科医护
人员都冲在第一线，
王东升也是其
中一员。作为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
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治医师，
王东升除了完成科室正常诊
疗工作以外，
主要负责发热门诊二线
会诊任务，
协助排查新冠肺炎患者。
2 月 25 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支持下，
受安徽省红十字会委派，
王东升作为国务院应对新冠联防联
控医疗救治组专家，
前往武汉分享
交流托珠单抗在新冠肺炎中的应
用。在武汉期间，
他主要负责在 14
家定点医院进行
“托珠单抗”
应用经
验交流，
解答用药常见问题，
回访用
药后患者病情变化，
统计用药患者

临床数据等工作。3 月 3 日，
他所在
研究团队的
“托珠单抗治疗重型新
冠肺炎”
得到国内专家及同行认可，
顺利进入国家诊疗方案第7版。
3 月 14 日，受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委派，
王东升加入中国红十字会
援助伊朗专家志愿者团队，
前往伊
朗分享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经验。伊朗通过借鉴
“中国经验”，
在病毒检测能力、方舱医院建立、
以及居家隔离监测体温防控措施
等方面都得到很大改进。在伊朗
期间，王东升及团队在卫生部、伊
朗红新月会以及大使馆的支持下，
除了很多学术交流工作之外，
还开
展很多其他工作，
如受邀参观伊朗
版“方舱医院”，对接国内捐赠物
资，社区走访调查，以及在国企及
华人团体中宣教新冠肺炎知识，
指
导企业防控措施等，
受到伊朗各界
的一致好评。
（徽红）

文殿勇：身兼数职的“仓库管理员”

数九寒天人心暖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一）
2020 年 12 月

乌鲁木齐 30 日 下 午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红十字
会工作组来到新纪元环卫有限责任
公司，集中慰问一线环卫工人，
为他
们送去 125 件羽绒服，总价值 3 万余
元。
2020 年 12 月 30 日，浙
绍兴 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
联合老干部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在绍
兴市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举行 2021
年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启动暨爱心
春晚活动，为越城区 20 户单亲、因
病致贫等困难家庭送去 2 万元慰问
金，并送上热情洋溢、精彩纷呈的节
目表演，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各
界的温暖和关怀。
2020 年 12 月 29 日，浙
南浔 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
开发区红十字会联合妇联、计生协
走访困难村民，为他们送去生活物
资及慰问金。
在 元 旦 、春 节 来 临 之
盘锦 际 ，辽 宁 省 盘 锦 市 红
十字会开展
“情系低保家庭、特困群
众送温暖，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
动，为 200 户低保特困家庭、遗体器
官捐赠者困难家庭和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家庭送去价值 4 万元的大米、
豆油等节日慰问物品，送上真挚的
节日祝福。

2020 年 12 月 29

乌前旗 日，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红十字会联
合旗工会、科协、妇联、团旗委、残
联、扶贫办在蒙古族教育园区开展
“守望相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共筹集
资金 2 万余元，为 30 名蒙古族中小
学生送去暖心礼物，为 6 名蒙古族
教 师 送 去 慰 问 金 ，拉 开 了 2021 年
“博爱一日捐 温暖千万家”的序幕。
2020 年 12 月 28
剑河县 日，贵州省黔东南
州剑河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工商联、
县个体私营协会爱心企业及爱心人
士到剑河县民族高中开展为贫困学
生送温暖活动，发放 150 铺棉被、20
件 84 消 毒 液 ，价 值 人 民 币 1.17 万
元。
在 2021 年 来 临 之
临沭县 际，山东省临沂市
临沭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商贸公司赴
石门镇转林村走访慰问，为 30 户困
难群众送去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和新春祝福。
2020 年 12 月 28 日，河
信阳 南省信阳市红十字蓝
天救援队走进浉河区游河乡高湾村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为村里的 10 户
贫困户送去了米、面等生活慰问品，
队员们还开展了村容村貌清洁行

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安

阜阳 徽省阜阳市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李德杰、专职副会长宋
萍等一行赴颍州区看望慰问部分遗
体器官（角膜）捐献者困难家庭，为
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表达对
捐献者的敬意。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安
六安 徽省六安市红十字会
联合市民政局开展
“爱心捐赠，
情暖
寒冬”棉衣捐赠活动，为该市霍邱、
霍山、舒城、金寨、金安区、裕安区、
叶集区、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市
社会福利院的社会散居孤儿、集中
供养孤儿和困境儿童捐赠棉衣
1324 件（套），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温暖度过寒冬。
活动现场，六安市红十字会还
将皖西卫生职业学院学生捐赠的
8300 元奖学金转交给市社会福利
院。
2020 年 12 月 28 日
灌南县 上午，江苏省连云
港市灌南县红十字会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 2021 年“博爱送万家”春节
慰问活动。活动预计覆盖全县 11
个镇近 500 户低收入家庭，除了省
市红十字会发放的棉被和食用油，
县红十字会将自行配套其他物资，
全力做好春节前慰问工作。

龙泉首批“救命神器”安装到位
本报讯 （龙红）2020 年 12 月 30
日，浙江省龙泉市红十字会、红十字
应急救援队和心动（杭州）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先后前往上
垟镇青瓷小镇、宝溪乡以及龙泉山
景区等三大 4A 级景区开展丽水山
居民宿旅游景区“五分钟社会应急
救 护 圈 ”建 设 暨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设备安装活动。
每到一处，
工作人员现场安装并
详细讲解 AED 使用办法。龙泉市红
十字会现场应急救护培训师及龙泉市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组织部分乡镇
干部、
各景区管理及服务人员进行现
场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手把手教导心
肺复苏操作，
现场模拟景区游客发生

突发紧急情况如何正确施救的演练。
此后，龙泉市红十字会将在各
A 级旅游景区、民宿进行五分钟应
急救护体系建设全覆盖，进一步加
强对全市所有景区、民宿工作人员
及管理人员的现场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
确保景区、民宿管理及服务人员
救护员取证率达 80% 以上。

文殿勇是山东省青岛市红十字
文殿勇还积极组织各救援队队
会培训救援处一名工作人员，
主要
员学习疫情防控和防疫消杀知识，
第
负责救援、备灾和备灾仓库管理工
一时间带领各救援队投入社区卡点
作。
防控和公共区域消杀工作。带领各
疫情发生后，
文殿勇立足岗位，
救援队开展公共区域消杀、
社区人员
积极作为，
加班加点完成防疫物资
防控和防疫知识宣传工作，
共消杀
捐赠工作，
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到
74.6 平方公里，
出动志愿者 6175 人
“五一”前，
没有休息过一天。白天
次，志愿服务时长 9600 小时，受益
忙着国内防疫物资捐赠接收，
晚上
1960000人，累计对679个社区及企
接听海外防疫物资的捐赠电话，
协
事业单位进行预防性消毒；
把力量投
调海关、
报关公司、
物流等办理海外
放到人口密集的社区、
楼宇，
组织志
物资捐赠，
困了累了就在桌子上趴
愿者到岗卡上来防控，
动员志愿者
一会，手机一响马上就投入工作。
4562 人次，志愿服务时长 24568 小
疫情期间，
他带领志愿者共接收防
时，
配合156个社区、
村庄、
单位做好
疫物资 1600 余万元，且手续齐全、
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工作。
账目清晰、及时分发、及时公示，
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
文殿勇积
市审计局疫情捐赠物资专项审计中
极组织各救援队开展各种演练和训
未发现任何问题。
练，
提升各救援队山地搜救、
海上救
由于国内外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援、交通救援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士踊跃捐赠，
海关报关、通关、物流
水平，
扎实推进救援队伍专业化、
规
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文殿勇克服
范化、
多元化建设。2020年，
各救援
境外捐赠手续繁琐等困难，
在时间
队 救 援 求 助 人 员 404 人 。 他 在
紧张的情况下抽时间学习海关各种
“8.26”洪涝灾害中，带领中国红十
通关、
报关手续流程，
迅速掌握境外
字（山东）水上救援队转移受灾民众
物资捐赠入关流程，
并积极协助 70
1200 余人。积极参与山火扑救，
带
余家海外爱心组织和境内爱心人士
领救援队先后参与历时 8 天 7 夜的
境外采购通关手续，
并陆续办理了
“4·23”小珠山山林火灾、
“4·29”
平
海关免税手续。
度山林火灾扑救工作。 （鲁红）

泉州定向援助少数民族村脱贫助困
本报讯 （王文光）近日，福建
省泉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市场监
管局帮扶援助小组前往百崎回族
乡下埭村，查看帮扶项目完成情
况，
并捐赠 5 万元帮扶金。
泉州市市场监管局每年捐助

该村 5 万元，用于贫困老人及空巢
老人帮扶、日间照料等。自 2018
年以来，泉州市红十字会连续 3 年
协助捐赠方完成每年的捐助资金
拨付、监督使用，确保资金按协议
落到实处。

沧州“支持行动”救助 2687 名贫困学生
本报讯 （沧红）近日，河北省
沧州市红十字会 2020 年度红十字
博爱助学“支持行动”助学金发放
完毕，全市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
2687 名贫困在校生每人获得 200
至 500 元不等的助学金，共发放助
学金 107.7 万元。
自 2007 年起，沧州市红十字

会开展红十字博爱助学活动，
设立
红十字博爱助学金，实施了“援手
行动”和“支持行动”两个助学项
目，
以解决困难家庭孩子的上学问
题。截至目前，红十字博爱助学
“支持行动”共救助在读特困学生
18191 人 ，发 放 救 助 金 612.48 万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