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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青山区红会干部积极防疫

本报讯 （青红）1 月 31 日至
2 月 10 日，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红十字会支援人员积极投入到社
区工作，对所在社区的居民楼每
天进行 2 次消杀清洁，并张贴宣
传单等宣传用品，使居民在第一
时间了解疫情防控办法。同时，
他们还对出入小区的车辆登记并
办理临时通行证、对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为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保驾护航。

南昌红十字救援队助力抗疫

本报讯 （南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全面打响后，江西省
南昌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成立防
疫临时党支部。在临时党支部的
引领下，疫情防控服务点秩序井
然，各出入口测温、登记等工作扎
实开展，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截至目前，红十字雄鹰救援队出
动队员参与防疫志愿服务工作
110余人次，志愿服务900小时。

医用口罩40分钟从沪到杭

本报讯（杭红）2月7日，浙江
省三立慈善基金会通过杭州市红
十字会为疫情防控捐赠两万多只
医用口罩，在国外一些航线陆续停
航的情况下，该基金会调配直升
机，只用了40分钟，就将捐赠物资
从上海浦东机场运抵杭州。由于
是点对点捐赠，市红十字会将口罩
运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杭州
市级定点医院——西溪医院。

德州红会优化捐赠工作流程

本报讯 （德红）近日，山东
省德州市红十字会制定《德州市
红十字会“疫情防控”款物捐赠工
作流程》，对原有捐赠工作流程进
行再优化，对款物的接收、发放、
颁发证书及公示程序等做了明确
规定，从制度上保障捐赠款物管
理使用合法、规范、安全和有效，
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

秦皇岛红会接受境外捐赠

本报讯 （秦红）近日，防疫
用品急缺，河北省秦皇岛市政协、
市红十字会、市侨联积极联系海
外同胞调配防疫物资，并积极与
市外事商务局、北京海关、秦皇岛
海关沟通，开启绿色通道，做好免
税进口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疫
情防护物资通关“零延时”。2月
8日，从香港运送过来的 2.5万只
医用外科口罩顺利抵达，这是该
市红十字会接收到的首批抗击新
冠肺炎境外捐赠物资。2月9日，
这批定向捐赠物资已分批运送至
秦皇岛市相关医院。

靖江红会为困难家庭服务

本报讯（靖红）近日，江苏省
泰州市靖江市红十字会委托 179
名志愿者，电话询问靖城镇、城北
园区、城南办事处共163户特殊家
庭的防疫物资情况，最终筛选出56
户急需防护用品的困难家庭，并送
出由市红十字会提供的防护物资。

金牛区失独父母捐款抗疫

本报讯（金红）2月 12日，几
位失独家庭代表来到四川省成都
市金牛区红十字会，代表该区 70
余名失独父母送来他们自发筹集
的爱心款12200元，为武汉加油。

吴江区保障隔离区用水

本报讯 （陈晓思）2月 1日，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收
到吴江华衍水务有限公司捐赠的
一批定点用于市第九人民医院感
染科隔离病区的纯净水。因隔离
病区环境特殊，桶装水的塑料桶
无法再回收，为此，该公司特别提
供了150箱袋装和盒装的纯净水，
每箱10升，这些饮用水均为一次
性包装，带简易龙头。据介绍，这
批纯净水预计可以保障苏州九院
感染科2至3个月的用水量。

灌南志愿者为医护人员理发

本报讯（封帅其）2月10日，
由于疫情期间理发店都未开门营
业，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红十
字会志愿者潘小军和周涵，自愿
前往疫情定点医院——县第一人
民医院，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理发。

利津县高中生发起抗疫倡议

本报讯 （李茂友）2月 7日，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收
到一笔来自县高级中学的捐款。
原来，了解到抗击疫情的消息后，
该县高级中学北校区 2018 级一
班两名学生在班级微信群内发起
一份倡议书，动员小伙伴们捐款
献爱心，得到全班同学的积极响
应，最终通过微信转账募集爱心
捐款5800元。

■ 建红

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建水县的彝族、苗族、回族、
汉族各民族父老乡亲担心湖北人
民吃不上新鲜蔬菜，萌生捐赠蔬菜
的念头。

万余名群众凑足百余吨蔬菜

建 水 县 是 滇 南 的 一 个 小 县
城，气候宜人，四季如春，这个季
节仍种植有大量蔬菜，特别是面
甸镇的冬季洋葱，此时正个大叶
肥。

虽然正值洋葱上市季节，市场
价格较高，但为了帮助湖北人民渡
过难关，面甸镇各族干部群众仍然
积极主动捐赠洋葱支援抗疫一线。

阎把寺、湾塘、庄户、面甸、马料河
等 5个村委会 600余名党员带头捐
赠，带动4400户、17000余名各族群
众（其中贫困户 243 户）自愿捐赠
120余吨洋葱。

怎么样才能把这些洋葱捐到
千里之外的湖北呢？建水百姓首
先想到了红十字会。他们赶紧打
电话到县红十字会，表达了捐赠意
愿。建水县红十字会欣喜地告诉
他们：”可以捐赠，等我们联系确认
后，再开展捐赠。”

感谢红会，终于可以捐赠出去了

可是，蔬菜捐赠之路却并不顺
畅。

湖北省红十字会因为接收大
量物资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加之

仓储有限，根本容纳不下大批量的
蔬菜。

武汉进不去，建水县红十字
会联系了同样是重灾区的湖北省
黄石市和孝感市。他们首先联系
黄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了解
物资状况后，回复可以接受这批
捐赠。

然而，一波三折，黄石市红十
字会接收的捐赠蔬菜已交由指挥
部统一发放。建水县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又赶紧联系黄石市商务局，
表达面甸镇群众的意愿，还强调了
洋葱易储存，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
特点，最终商务局非常高兴地接收
了这笔捐赠。

问 题 接 踵 而 来 。 这 么 多 洋
葱，怎样才能运送到湖北黄石呢？

因为此次疫情特殊，多条高速路
已封，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通
过。

为确保捐赠顺利，建水县工作
人员又联系湖北省黄石市商务局，
询问过路情况及设卡点情况，得知
送往疫区的物资通行证是当地政
府的证明。几经周折，建水县红十
字会终于拿到了通行证。

面对社会民众的感谢，建水县
红十会一名工作人员说：“作为抗
疫一线单位，红十字会承担了爱心
捐赠接收与发放工作，及时把群众
的爱心送到是我们的职责。”

运费太贵，爱心企业帮忙

一切妥当，终于可以挖葱了！
2 月 7 日，在阎把寺、湾塘、庄

户、马料河村领导及党员的带动
下，40000 多户村民早早来到自家
洋葱地里采摘洋葱、挑拣、装袋，忙
得不亦乐乎，为的就是早日把洋葱
送到湖北人民手中。仅半天时间，
满载建水人民情意的洋葱就装满
了4辆大货车。

但 运 往 湖 北 疫 区 的 运 费 很
贵，一辆车要 2 万元。正在大家
为这笔费用发愁时，庄户运输公
司经理慷慨解囊，捐赠运费 8 万
元，使这批爱心物资得以及时发
出。

当日下午 18时 30分，4辆满载
120 余吨、价值 50 多万元新鲜洋葱
的大货车从建水面甸启程开往湖
北，支援抗疫一线，预计将于8日左
右到达湖北黄石市。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红十字会积极协调，爱心企业慷慨解囊

17000余名少数民族同胞捐赠蔬菜百余吨

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红十字会工作者、志愿
者连日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宣传和排查工作。

各社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在社区入口处增设卡
口，为来往人员测量体温，还有部分红会会员走村入户给低保人员发放
口罩，手把手教会老人如何正确使用口罩，确保村民健康。

图为志愿者教老年人如何正确戴口罩。 谷红/摄

奶奶，

我教你戴口罩

本报讯 （杭红）2月 9日，浙江
省杭州市红十字会第十一届监事会
召开视频会议，就如何加强对捐赠
款物接收使用全流程监督工作进行
研究，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章仕才列
席会议。

监事会对前期市红十字会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 3 点意见：一是确保合法合
规。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法规
进行统筹调配，做到去向明了，
100% 用于防控，确保规范使用；捐
赠物资要审核把关，做到质量资质
合规、分配流程规范，物资信息可

查询、流向可追踪、数量可追溯，确
保物资用于抗疫一线。二是要加
强内部监管。要按照专项审计工
作标准和要求，重点规范捐赠款物
接收、分配、使用等情况，做到手续
完备、专人负责、账目清楚。三是
要拓展信息公开渠道。在报纸、网
站、公众号等媒体公示的基础上，
可与其他媒体进行对接，拓展公示
范围。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市纪
委、爱心人士、志愿者等参与，提高
社会知晓度，切实保障捐赠人的知
情权，提升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和影
响力。

杭州红会监事会研究捐赠款物监管工作

■ 濮红

今天，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和
坦然。我终于为战“疫”尽了心、尽
了力。

多少天来，我们都为疫情恐慌
着、焦虑着，更被战斗在抗疫一线
的“逆行者”们感动着、激励着。网
络上除了疫情信息，就是各行各业
的叔叔阿姨奋战一线的消息、捐款
捐物的场景，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
的努力为战胜疫情默默无闻地奉
献。作为一名大学生，除了响应政
府号召宅在家里，我不知道自己还
能做些什么。

2月5日，我在网上看到“濮阳
求援”的信息，心里久久不能平

静。那些叔叔阿姨，冒着生命危
险奋战在抗疫一线，却连最基本
的生活都不能保障，看着让人特
别心疼。我的“小金库”还有 1 万
元钱，这是我多年的积蓄，我想把
它变成急需的方便面、火腿肠，送
到一线去！可是，打了好几个电
话，都没有找到足够的货源。于
是，我就向爸爸的朋友——石自
强大伯求援。大伯听了我的想
法，不但积极帮我联系货源，又追
加了一倍的钱用于购买方便面、
火腿肠和面包，并委托我一起送
去。

赶到红十字会的时候，正好是
中午午餐时间，红十字会的叔叔阿
姨们仍在紧张地忙碌着，从疫情爆

发到现在，他们已经坚守一线十几
天没有在家吃过饭了。我看到，他
们的午餐，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
盒饭。这是我第二次捐出全部积
蓄，第一次是2008年汶川地震为灾
区捐款 200 元，当时的我还在读小
学三年级。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是爸爸
妈妈一直讲给我的道理，也是身边
无数个为抗疫无私奉献的人用实
际行动给予我的感动和激励。我
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但我想竭尽
全力，做点贡献。

我相信，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共同努力，一定会以最快的脚步奔
向阳光明媚的春天。

00后捐出“小金库”
——一位大学生捐赠者的自述

本报讯 （杨玉明）一个在急诊
科，一个在检验科，相距不过十几
米，一天却难得一见。

2020 年这个春节，对于江苏
省东台市中医院红十字志愿者徐
斐斐和朱秋鹏这对新婚夫妻来
说，可谓永生难忘。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他们作出了一个相同

的选择——志愿报名支援抗疫一
线。

1 月 16 日，徐斐斐和朱秋鹏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护士长在科
室微信群发布援鄂志愿者报名消
息时，他们正在婚假期。看到消
息后的徐斐斐立即和护士长联
系，才发现护士姐妹们都踊跃报

名，名额已满，当时觉得特别遗
憾。

“正月初三，医院再次发出支
援武汉的通知，我和我老公知道
后，第一时间报了名。”徐斐斐说，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大灾当前，她
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承担
起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责。

如今，徐斐斐和朱秋鹏都成了
支援队伍的候选人员，他们一边忙
碌地工作，一边等待出发的命令，随
时准备支援疫区。

新婚夫妇“时刻准备”上前线

本报讯 （镇红）近日，浙江省
宁波市镇海区一对父女，父亲通过
区红十字会定向捐赠给招宝山街道
36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并一再强调
身份保密，女儿施女士从海外筹集
口罩，成本价卖出，预计垫付 6 万
元，明知亏本仍然坚持。

2月6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施女
士，她表示，2月3日，才从别人口中
得知父亲为招宝山街道捐赠 36 万
元一事，但她并不吃惊。

“施女士父亲的公司注册在
招宝山街道，早在 1 月 29 日，我们
就接到电话，其父亲希望通过红
十字会捐钱给街道，用于疫情防
护，第二日钱就到账了。”招宝山
街道罗伟主任表示，当时施女士
父亲一直强调不喜欢宣传，不愿

透露公司及本人姓名，也不会接
受任何采访。

说起父亲，施女士表示，父亲每
年都会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如
今正值抗击疫情特殊时期，父亲的
做法，她特别理解，并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支持父亲，投入这场全民“战
役”中。

目前，施女士经营一家超市，
疫情发生后，她从日本、韩国进口
民用口罩 3 万多个，并以批发价售
出。如今，不少企业即将开工，她
再次筹集的 3 万多口罩即将到达
镇海，并准备以批发价出售给镇海
即将复工的企业。算下来，6 万多
个口罩，收回成本价后，报关、加
税、运费等，施女士仍然会亏损约 6
万元。

父亲低调捐款36万元，女儿低价卖口罩亏损6万元

打虎亲兄弟，抗疫“父女兵”

本报讯（瑞红）2月11日下午5
时，80 余件、1.5 吨、可以装备 10 部
救护车的车载医疗设备，在上海市
瑞金红十字医院完成装车，向武汉
驶去。

这批物资主要是救护车上特
殊配置要求的医疗设备，上海市瑞
金红十字医院在收到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帮忙筹措这批物资的要求
后，在上海市红十字会配合下，全
力以赴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车载设
备和仪器，在最短时间里完成了任
务。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张浩亮，交大医学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陈国强，瑞金医院院长宁光
等与医院职工一起将物资搬运上
车。

据悉，原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将用 2 架直升机紧急转运这批物
资，但受限于当天申城阴雨，云层太
低无法起飞，因此果断改由老兵联
盟车队连夜送往。

12小时后，这批凝聚着红十字
人道、博爱的医疗物资将抵达武
汉。

上海红十字医院应急医疗物资送往武汉

本报讯 （大红）2月 5日，四川
省达州市大竹县红十字会收到单
笔最高额度个人捐款，捐款人是一
位83岁的老人。

老人名叫范克权，家住大竹县

白塔街道沙桥社区竹海路西段。
“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份
子，我也应当出一份力！”问及捐
赠原因，范老坚定地说。

范克权是大竹县文旅局原电

影放映队的退休职工，17岁参工的
他数十年间走遍乡野为群众播放
电影，这次准备捐出的 2 万元积蓄
相当于老人4个月的退休金。

“我还有个小小的心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离开前，范克权老
人说，回去后，他要向原单位党组
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83岁，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上接一版）

隔离区，早就做好准备的王学
军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他盯着紧紧
闭合的隔离门，看着它缓缓打开，里
边是两名穿着蓝色隔离衣的医护人
员，和一张铺着洁白被褥的移动病
床，上边躺着一位正在接受插管治
疗的中年女性患者，因为病情突然
加重，急需转入 ICU 进行抢救治
疗。

王学军立即上前，协助医护人
员将该患者转移到担架上，随后推
着担架离开隔离间，下楼，将患者转
移到早就准备好的负压救护车上。
车门关闭，负压舱开始工作，形成一
个车内气压低于外界气压的内循
环，确保转运过程中病毒不会扩散。

转运距离很短，但在两人心中，
时间却走得很慢。“心里还是有些紧
张，尤其是看到患者就躺在你面前，
还插着气管，病毒又看不见摸不着，

真的是‘零距离’。”王学军说。但他
并不后悔来到武汉，“我是一名党
员，又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这就是我
们的战场”。

深夜，将患者送入 ICU，对车辆
进行消毒，再前往隔离间，按照规程
小心翼翼脱掉被污染的防护服后，
两人回到驻地，已经是深夜一点半。

“洗漱完躺在床上，脑子不断回
想，每个步骤是否规范，有没有防护
隐患，最后想了半个多小时，好像没
有，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王海涛说，
醒来后，他看到曾晓勇给他发了一
条短信，对他们的表现表示认可。

“因为来之前，虽然每个司机
都有过救护车驾驶经验，但登记
的却是红十字搜救队，他们可能
不是特别了解，现在看了我们的
表现，就放心了。”王海涛说，目前
队伍正按照既定排班，随时待命，

“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在所不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