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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十字人

上杭县红会接收捐款890余万元

本报讯（周继章 刘家辉）3
月 21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红
十字会发公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爱心捐赠公告。截至 3
月19日16时，县红十字累计接收
捐赠款物合计 8902009.28元，其
中 资 金 6554393.98 元 ，物 资
2347615.3元。

沧县红会组织献血抗疫活动

本报讯（沧红）3月18日，河
北省沧州市沧县纸房头乡南小营
村 51名志愿者有序登上献血车，
积极参加“抗疫情，献热血，捐献
造血干细胞”活动，共献血 17400
毫升，9人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南票区省级贫困村捐款抗疫

本报讯 （周魁丰）近日，辽
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省级贫困村
松闫村百姓通过区红十字会捐款
13395 元，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此次参与捐款的 140户中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120户。村民表
示：“这些年各级政府真心帮我们
脱贫致富，现在国家有疫情，我们
一定要出把力，大家齐心协力一
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寿阳市红会组织献血抗疫

本报讯 （王素英）近日，山
西省晋中市寿阳县红十字会通过

《寿阳之声》发出无偿献血倡议，
寿阳市民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共
569 人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献
血，献血总量223900毫升。

乌鲁木齐市红会助力开学

本报讯（孙振嵩 曹力尹）3
月 23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中
小学开学后，乌鲁木齐市红十字
会组织志愿者来到乌鲁木齐市第
十九中学宣传防疫知识，帮学生
们消毒、测量体温，引导学生有序
进入校园，为孩子们开学复课保
驾护航。

科区红会携手助力学校防疫

本报讯（科红）3月23日，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红十
字会携手泽强大药房、慈铭体检
中心、爱尔眼科，对科区教育系统
所属39所学校和4个二级单位捐
赠价值 27591.8 元的防控消杀物
资，助力学校防疫工作。

淮南市志愿者获选“淮南好人”

本报讯 （淮红）近日，安徽
淮南市文明办下发《关于表彰
2019 年度“淮南好人”的通报》，
共评出 62 位 2019 年度“淮南好
人”，市红十字会 23 名志愿者被
授予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等“淮南
好人”称号。据悉，自 2014 年评
选开展以来，市红十字会志愿者
人数连年蝉联年度“淮南好人”榜
首。

上饶红会人获“三八红旗手”称号

本报讯 （上红）近日，江西
省上饶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促进
工作站主任戴佩玲获得 2019 年

“上饶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自 2014年以来，戴佩玲累计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 100 余万人次，现
场急救成功典型案例 20余例；为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传授应急救
护救援知识和技能 30余场，培训
队员 1500 余名。在她的不懈努
力下，上饶市救护培训工作一直
位居全省前列，为营造“救”在身
边救护环境、构建和谐平安上饶
作出了积极贡献。

武义县红会组织献血抗疫

本报讯（谢晓艳 王东）3月
21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市民
叶某勇顺利实现造血干细胞高分
辨采样。据统计，自疫情发生以
来，截至3月20日，武义县累计献
血人数 733人，献血量 255480ml，
实现造血干细胞采样入库 42人，
实现器官捐献2人。

苍溪县红会开展脱贫工作

本报讯 （苍红）为如期实现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总体目标，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红十
字会在全县新冠肝炎防控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的同时，迅速响应县
脱贫攻坚“产业补短示范行动”，
组织全体干部深入王家口村入户
调查研究，为 59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规划“一户一策”产业，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坚持长短结合，
确保稳定增收，精准阻击返贫。
近期，县红十字会向全村贫困户
投放鸡、鸭苗 3000 多只，果树苗
2000多株，邀请技术人员对贫困
户开展种、养技术培训，帮助农户
科学种植和规范养殖，确保产业
发展实效，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打下坚实基础。

■ 陈凌晞

“您好，这里是泰州市红十字
会，请问您想咨询什么？”自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这样的电话蒋欣
春每天要接20多个。

蒋欣春是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
会捐献工作部部长，因人手不足，他
同时要协助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
受理各界爱心捐赠的繁重工作。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的手机号公
布在泰州 12345政务热线和捐赠公
告上，经常是夜里还在受理市民捐
赠咨询。

和蒋欣春一样天天无休的还有
市红十字会的其他工作人员。疫情
发生后，所有工作人员被分编为综
合协调组、捐款接收组、物资接收
组、信息发布组、志愿服务组、后勤
保障组 6 个组，他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坚守，快捷细致地做好捐赠款物

的受理、联络、清点、发放、统计、公
示等工作，坚持公示每一分钱，不辜
负每一份爱心，让每一笔款物汇处
有踪、去处可寻。

多渠道募捐，
接收社会捐赠款物突破5000万元

市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一直
以银行转账和现场捐赠的方式进
行，疫情发生前，微信捐赠尚处于摸
索试运行阶段。

“应对这次疫情，我们反应很迅
速，1月 28日发布接收社会捐赠公
告前，就及时处理好了微信捐赠的
技术障碍和运行难题。公告发布
后，微信捐赠源源不断，既方便了捐
赠人，又预防了疫情接触传播。”市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缪
俊豪说。截至目前，市红十字会共
接收微信捐款1505笔，90.98万元。

在多种形式的捐赠中，额度最

大的一笔是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
捐赠的 600 万元。为回应社会关
切，1月29至2月27日，市红十字会
每日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订阅号及
其他媒体向社会公示接收捐赠款物
收支明细；2月28日后，每周一、三、
五公示 3 次；疫情防控期间市审计
局进行了 2 次专项审计，均未发现
差错。

截至 3月 24日 24时，泰州市及
各市（区）两级红十字会累计接收社
会捐赠款物共计5814.36万元，其中
资 金 4445.94 万 元 ，物 资 价 值
1368.42 万元；累计支出捐赠款物
5464.85 万元，其中资金 4096.43 万
元，物资价值1368.42万元。

“市捐赠按照捐赠人意愿第一
时间落实到位，无定向意愿的按照
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及时
调拨，做到捐赠物资零滞留、零库
存，捐赠资金全部及时拨付。”缪俊

豪说。

志愿者积极参与，
“勇士后援团”为勇士解决后顾之忧

不仅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坚守
在一线，不少红十字志愿者也主动
放弃春节假期和日常休息，积极有
序投入战“疫”。高速路口疫情监
测、社区防控执勤、关爱驰援武汉医
疗人员家属……疫情防控战场上，
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王
伟，积极配合社区防疫宣传、疫情排
查登记等防控工作，脚走痛了，眼睛
熬红了，却说自己做的是微不足道
的小事；队员王九萍白天在单位忙
碌，晚上主动到社区执勤，虽然有时
也会对他人的不理解感到委屈难
过，但她依然会以饱满的热情完成
自己的工作。

2 月 2 日，市人民医院 15 名医

务人员驰援武汉。2 月 5 日，市文
明办发布公告招募 15 名志愿者组
成“勇士后援团”承接志愿服务任
务，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以专业
化、公益性的优势赢得市文明办信
任。当天，应急救援队 25 名骨干
队员以“一帮一”“多帮一”的方式
建立 15 个工作小组，建立起微信
工作群，把勇士和勇士家庭联络人
拉入群中，把握每位勇士家庭的需
求动态，用温暖把 15 个勇士家庭
紧紧凝聚。

50余天来，“勇士后援团”为医
务人员家庭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筹措 900 只口罩、50 个急救
包，积极协助采购生活用品，主动
开展打扫卫生、维修电器、清洗车
辆等家务劳动，帮助辅导孩子网络
在线学习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服
务，切实为战“疫”一线勇士解决后
顾之忧。

累计接收捐赠款物5800余万元,泰州市红十字会

用好每一分“爱心款”

免费体检

3月23日，山西省红十字会冠名医院——太谷骨科医院启动2020年
免费为太谷县环卫工人体检工作。面对新冠疫情，医院将用半个月时间
为300名环卫工人进行分批全面体检。

医院表示，特殊时期，更应该时刻记得为全县疫情防控默默奉献在环
卫一线的环卫工人，该院将竭尽全力为当地民众健康保驾护航。

图为医务工作人员正在为环卫工人量体温。
晋红/摄

本报讯 （孙晓燕）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绍兴
市红十字会为使捐赠款物收支和使
用规范化，强化社会、内部、审计和
纪律监督，真正实现捐赠款物闭环
管理全链条监督，有效提高红十字
会公信力。

截至 3月 23日 10时，全市红十
字系统募集社会捐赠款物 7436.43
万元，其中资金 5817.48万元，物资
价值1618.95万元，定向用于省外武
汉等地款物价值 1035.64 万元。市
本 级 累 计 募 集 社 会 捐 赠 款 物
1610.64 万元，其中资金 967.80 万
元，物资价值642.84万元，已累计拨
付款物1503.85万元。截至目前，没
有收到一例群众反映捐赠不规范、
程序不合理、服务不到位等情况。

一是强化内部监督。将捐赠款
物分成定向、非定向两类，仔细了解
各类捐赠物资种类，区分医用和非
医用物品。定向捐赠的款物按捐赠
人意愿，及时做好调拨，并函告使用
要求。非定向捐赠的款物会商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后统筹安排使用，专
款专用、专物专用、及时高效；注重
发挥监事会作用，制定《监事会工作
规则（试行）》，主动开展内部监督。
专职副监事长全程参与款物拨付的
监督把关，建立监事微信群，实时将
捐赠款物接收使用情况进行通报；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3月 19日，市
监事会成立以来首次组织专项捐赠
款物监督检查，实地检查市人民医
院、文理学院附属医院台账资料、仓
储储存物资，对执行率较低等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是强化审计监督。按要求向
捐赠方开具捐赠票据，按照会计制
度入账核算，按审计规程做好捐赠
款物核实入账和价值管理，向审计

机构提供账务明细及备查账；主动
接受审计监督，3月 5 日起，市审计
局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查阅有关台账资料，对款物使用
管理情况通报、社会公示、形成监督
合力等提出意见建议。市红十字会
严格遵循审计要求，第一时间将审
计结果向红十字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三是强化纪律监督。第一时间
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系列讲话精神，贯
彻落实总书记关于“要依法规范捐
赠、受赠行为，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
时用于疫情防控”等指示精神，确保
严格按中央要求和制度规范落实捐
赠款物管理；主动邀请纪检部门参
与监督。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列席
党组会议，对党组研究捐赠款物拨
付等“三重一大”事项进行实时监
督。3月19日，主动邀请市纪委、派
驻纪检监察组赴市人民医院、文理
学院附属医院等执行单位，检查指
导疫情防控专项捐赠款物接收使用
情况，推进监督常态化、规范化、制
度化。

四是强化“社会监督”。1月27
日，市红十字会网站设立“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募集项目，向社
会公开劝募。款物接收使用按捐赠
（认捐）防疫应急物资管理规程执
行，该规程由市经信局、市卫健委、
市审计局、市慈善总会等部门（单
位）共同建立；及时主动发声。利用
市政府专题新闻发布活动，积极参
与捐赠信息发布，主动接受记者提
问，回应社会关切，获得群众信任；
确保公开公信。自2月1日开始，利
用市级“越牛新闻”平台和《绍兴日
报》向社会公开每一份捐赠款物接
收使用情况，累计公示32期。

■ 李云鹏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
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

3月20日上午，武汉风和日丽。
临别之际，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
车队北京队和上海队的兄弟们为我
们唱起这首《再见》，我鼻子一酸，泪
水夺眶而出。这个春天，来之不易。

大巴车载着 24 名内蒙古队队
员驶往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这是我
们在武汉的第 40 天，也是最后一
天。看着车窗外武汉市的街景，我
的思绪回到了2月9日。

我不去，谁去？

妻子细心地给我收拾着行囊，
我没敢抬头看她。我知道她心里有
千百个不同意，但我是党员，也是退
伍军人，关键时刻必须挺身而出。

“咱们小家的事儿怎么都好解
决，国家有困难了，我怎能不帮一
把？”我对妻子说。

妻子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
转身对 7 岁的儿子说：“李想，在家
要听妈妈的话！”儿子说：“知道了爸
爸，没事，你走吧！”

我紧紧咬住嘴唇，把眼泪憋了
回去，在儿子脸蛋上亲了一下，转身
出门。

有人问我，你不怕吗？
我当然怕！那么多人倒下了，

我也是血肉之躯啊。那为什么要
去？是为了践行入党誓言，是为了
退伍不褪色的军魂，是为了给孩子
做个榜样！我不去，谁去？

2月9日晚9点，呼和浩特市火
车站候车大厅挤满了前来为我们送
行的领导同事和家乡人民。我手捧
鲜花，围着哈达，心中百感交集。脑

海中浮现出两句诗：但使龙城飞将
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月 10 日下午 5 点，列车停靠
在武汉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武
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已经按
下了暂停键，路上空无一人。我们
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协和医院转运
新冠肺炎患者。

比樱花更美的，是感恩的心

2 月 15 日，第一次战斗打响。
身处战“疫”主战场，心里不免有点
紧张。我和协和医院的辜生威大夫
结组，转运新冠患者。

辜大夫是武汉人，热情爽朗、聪
明干练、勤劳善良，不愧是英雄城市
的英雄人民！

40天里，我和他成了无话不说
的好战友。一次执行任务时，由于
路途过长，我出现了血氧低的症状，
辜大夫让我赶紧休息一会，换着开
车。我说：“不用，您能坚持下来，我
就能，时间不等人！”

3 月 3 日，我们奔赴协和西院
区，车上是 8 位轻症患者。由于语
言上的差别，一位患者说的话我没
有完全理解，但我相信，爱是没有距
离的。我对她说：“我是红十字会救
护转运队员，祝您早日康复，早日出
院！”

她说：“非常感谢你们！”人的眼
睛是会说话的，隔着结满雾气的护
目镜，我看到了她那真诚的眼神，那
是我听到的最真诚的一句感谢。

我一直想去看看享誉全国的武
大樱花，而那一刻我发现，比武大樱
花更美的，是武汉人民感恩的心。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赴
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在战“疫”

决战决胜之地，他走进医院，深入社
区，在疫情防控最前线指挥部署。

在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包括
军队在内的广大医护工作者，发扬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义
无反顾奔赴湖北武汉，毫无畏惧地
投入防控救治工作，日夜奋战，舍生
忘死，为武汉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们真正做到了救死扶
伤，大爱无疆，是真正的英雄！总书
记的话让我深受鼓舞，全国人民齐
心协力，战胜疫情指日可待！

3 月 15 日，是我在协和医院站
最后一班岗的日子，武汉迎来了少
有的晴天，我心中却莫名失落。不
舍的情绪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千言
万语堵在喉咙，一时无从说起。最
后，我只是对协和医院的战友们道
了一声“再见”，转身泪水夺眶而出。

3月19日，我起了个大早，想好
好看看武汉的晨光，看看这座既陌
生又熟悉的美丽城市，看看这个我
战斗过的地方。一城秀水半城山，
三镇三城日月星。我相信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座英雄的城
市，因为这里有英雄的人民！

在这终身难忘的40天里，我经
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经历了无数令
我感动的人和事。当我老了，回忆
起在武汉的这段时光，相信依旧能
感到力量和温暖与希望！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
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送别的歌声，依旧在我脑海中
盘旋。

（作者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
运车队内蒙古一队队员、内蒙古自
治区妇幼保健院驾驶员）

武汉，难说再见

绍兴市红会规范抗疫捐赠款物收支和使用管理

“四大监督”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本报讯（包红）3月18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十字会在市肿瘤
医院举行“人道情 为奉献者奉献”
关爱赴鄂医务人员家属慰问活动，
共慰问 111 名赴鄂医务人员的家
属，向每个家庭发放慰问金 2000
元、价值500元慰问物资，活动共投
入慰问款物 277500元，全部由蒙牛
乳业集团定向捐赠自治区红十字会

专项资金中支出。
截至3月17日18时，全市红十字

会系统累计募集接收社会捐赠款物共
计51687358.27元（资金36419954.67
元、物资价值15267403.6元），其中市
本级累计接收款物25633299.4676元
（资 金 15298648.31 元 、物 资 价 值
10334651.1576元）。

包头红会慰问援鄂医务人员家属

本报讯 （孙凤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东城区红
十字会积极履行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物资和资金保障组员工作职
责。按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北京市
红十字会关于《关于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赠款物
使用管理的通知》要求、市区防疫工
作相关要求，对接收、使用防疫捐赠
资金和物资做到“四坚持、四及时”。

一是坚持防疫捐赠资金和物资
的接收使用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
度，集体研究、科学决策；二是坚持
依法依规做好疫情防控捐赠资金和
物资的使用管理，进一步修订和完
善相关款物管理制度；三是坚持资
金和物资的接收拨付手续按照审批
流程严谨实施；四是坚持资金物资

使用拨付做到“快进快出，物走账
清”。

及时将定向捐赠给北京市范围
外的资金，按照市红十字会关于新
型肺炎防控款物拨付的通知要求，
上缴市红十字会；及时将市红十字
会定向下拨资金、社会各界可用于
东城区范围内资金，按市红十字会
要求和捐赠者意愿进行拨付；及时
将非定向捐赠资金上报区防控办，
根据区应急资金和物资保障组成员
单位资金需求及时拨付，支持各医
疗机构及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及时在区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公示捐
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情况，积极接
受社会监督。管好、用好捐赠人的
每一分钱，确保捐赠工作规范高效、
公开透明。

东城区红会“四坚持、四及时”规范防疫捐赠接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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