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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成立红十字理论研究中心
本报讯（南红）1月28日，江

苏南京市红十字会挂牌成立红十
字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以

“开展理论研究、搭建交流平台、
发挥智库作用”为目标，进一步推
动红十字理论研究常态化运行，
力求通过理论研究为现实工作提
供支撑。

石家庄企业助力防疫一线
本报讯（石红）1月30日，焱

尧藏茶向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
会捐赠 720 盒“藏柠洋”柠檬藏
茶，总价值25.9万元，助力河北疫
情防控。该批物资通过中国邮政
快递从广州发往石家庄，目前已
经到达石家庄市，即将送到一线
医护人员手中。

苏州为留苏职工送年夜饭大礼包
本报讯 （沈雪婷）2月 1日，

江苏省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市红十字会，为吴中
区留苏职工捐赠1万份年夜饭大
礼包，让留苏职工过个美味幸福
年。

洛阳开展义写春联活动
本报讯 （洛红）近日，河南

省洛阳市红十字会特邀市书法名
家开展“迎新春·送温暖”义写春
联活动。市红十字会将组织工作
人员把活动现场书写的百余幅春
联以走访慰问的形式送到困难群
众手中，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达州救助白血病女孩
本报讯（达红）1月28日，四

川省达州市红十字会在网上了解
到年仅 12 岁的小女孩新乐（化
名）罹患白血病 5 年，生命垂危，
发声求助引起社会密切关注的消
息。市红十字会随即通过电话了
解到该家庭情况，并组织红十字
志愿者看望慰问患病女孩，为其
送上 2000 元人道慰问金及红十
字家庭箱，并拿出申报表，指导患
儿家属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
天使基金”申请救助。

延安爱心传到石家庄
本报讯（延红）1月29日，逯

博士（延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陕西省延安市红十字会，向河
北省石家庄市定向捐赠爱心物资
110箱，价值 17.33万元。该批物
资由延安发出，千里驰援石家庄
疫情防控工作。

新建区开展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本报讯（新红）1月30日，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南丁
格尔志愿服务队联合章金媛爱心
团队，前往昌邑乡窑西村开展“迎
新春送春联，进乡镇送爱心”主题
活动。志愿者以舞彩龙、做健康
操、唱儿歌的方式，吸引村民关注
和参与。

武鸣区开展募捐箱清点活动
本报讯 （潘艳英）近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红十
字会组织工作人员及学生志愿者
分别对设置在超市、卫生院等地
的 10 个红十字募捐箱进行开箱
清 点 ，共 收 到 爱 心 善 款 合 计
6856.4 元，将用于资助因病致贫
的家庭和个人。

栖霞区儿童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栖红）2月 3日，江

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南湾营小学三
年级学生巫涧菁在父母带领下，
来到区红十字会捐赠 2000 个一
次性医用口罩，为疫情防控出力。

海陵区开展年夜饭慰问活动
本报讯（胡肖露）1月29日，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红十字会与
多部门联合开展“E起公益”年夜
饭慰问活动。200份年夜饭大礼
包被送到12个社区200户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和失独家庭手中，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黎川志愿者助力春运防疫
本报讯（吴月玲）1月30日，

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红十字会志
愿者和平安江西志愿者、县红十
字雄鹰救援队队员等在县长途汽
车站开展防疫志愿服务工作。志
愿者在长途汽车站跟班作业，向
乘客、司乘人员讲解预防新冠肺
炎疫情和应急救护等知识。

上犹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
本报讯（张岚）1月29日，江

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红十字会联合
地方乡镇及红十字救援队开展

“博爱家园”森林防火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多种方式扑火、伤员救
护、人员疏散等行动，提高防火风
险意识，增强救火救护能力。

■ 白洁

1月 25日至 29日，是重庆市九
龙坡区民安华福社区红十字服务站

“博爱周”。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的工
作人员走进 50 户遗体器官捐献者
家庭、特殊困难家庭或爱心捐赠登
记志愿者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情
况和实际困难，为他们送上“博爱
温暖包”……这样的“博爱周”已在
社区持续开展多年。

除“博爱周”外，民安华福社区
还积极联合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的志
愿者，用实际行动传达党和政府及
红十字会对困难群众的关怀。

抗疫有支先锋队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在民安华福社区，一群人或手握
体温枪每天在小区入口连续值守
10 个小时，或奔走在楼道走访住
户，或背负10余公斤重的消杀喷雾
设备穿梭楼栋间，或为隔离户送去

新鲜蔬菜……他们就是社区红十字
服务站的志愿者们。

由于社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
大部分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及亲
属，人员结构复杂，独居老人、空巢
老人、残疾人、重病家庭等特殊人群
占据较大比例，给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春节伊始，得到疫情防控消息
的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志愿者悉数到
岗，挨家挨户打电话，扎实做好外来
返乡人员摸排登记，建立防控台账，
对疫情发生以来所有外来人员进行
逐门、逐户、逐人摸排登记，确保楼
不漏户、户不漏人，全面详实地掌握
外来人员的底数和基本情况，真正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
断、早治疗”，有效控制疫情传播。
对于家中有外来人员的居民，志愿
者定时电话询问每日状况，做好详
细登记，同时叮嘱居民有问题及时
与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联系。对于
需要居家隔离的市外返渝人员，志

愿者每天送去防疫中药、米面蔬菜
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连续26天，社区86名志愿者轮
流排班，为 817户隔离家庭 1669人
提供居家观察和后勤服务，每个单
元落实到人，确保居民排查全覆盖。

经过近一个月的坚持和努力，
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将工作重点转移
到楼栋大门的文明劝导台。志愿者
守住楼栋大门，做好群众情绪稳定
及居民出入登记工作，减少人员出
入和聚集；坚持楼栋排查，向居民宣
传最新的疫情动态和防护措施，号
召居民共同参与抗击疫情工作。

在志愿者和居民的共同努力
下，民安华福社区筑起了疫情联防
联控第一道关，齐心协力赢得了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的胜利。

红十字精神的传播窗口

除了人口来源广、结构复杂以
外，民安华福社区还是九龙坡区第
一个最大的公租房社区，目前入住

社区的居民达 1.8 万户、4.2 万人。
社区红十字服务站是九龙坡区首批
试点成立的基层红十字组织，它不
仅面向社区，还辐射周边近10万人
口。因此，社区红十字服务站成了
九龙坡区基层展示红十字文化、传
播红十字精神、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的窗口。

2016 年 5 月，九龙坡区红十字
会正式授牌成立社区红十字小组，
针对社区“人口基数大、人员结构
杂、居民诉求多”等特点，依托社区
居委会良好的群众基础，不断探索
红十字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以爱心公益奉献为切入点，常态化
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登记、造血干细
胞捐献宣传、献血宣传和应急救护
培训“五进”，整合社区“五色志愿
者”队伍，在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
救日、防灾减灾日、元旦、春节等特
定节假日，开展博爱送万家、义诊、
义卖和志愿服务等活动，不断提升
红十字认知度和影响力。

2018年中旬，在重庆市红十字
会、九龙坡区红十字会的指导、支持
下，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建成红十字
活动阵地，包括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体验室、红十字便民服务窗口、红十
字宣传栏、电子触摸显示屏、爱心休
闲驿站等，传播红十字文化、普及红
十字急救知识、更新红十字工作动
态、分享红十字就在身边故事。

在便民服务大厅，有“三救”“三
献”业务咨询窗口；在生命健康安全
体验室，有志愿者辅导青少年体验
式学习；在爱心休闲驿站，居民可以
遮阳、避雨、休息，也可以健身、娱
乐、奉献爱心。

截至目前，服务站已为社区
200余名群众提供遗体（角膜）捐献
登记服务，实现遗体（角膜）捐献 2
例，每年无偿献血采血量达 6 万余
毫升，开展应急救护“五进”培训 32
场次。生命健康安全体验室登记开
展活动 73 场次，1022 人次参与活
动。

保民安 造民福
——记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民安华福社区

鹰潭 1月29日，江西省鹰潭
市红十字会在金屯镇

举行 2021 年“博爱送万家”物资发
放仪式。市红十字会工作组一行深
入困难群众家中，送去米、油、棉服
等慰问品和慰问金。此次活动共发
放温暖箱22箱，慰问金1万元。

樟树 1月29日，江西省樟树
市红十字会启动“博

爱送万家”活动。为筹备此次活动，
市红十字会接受4家企业捐赠款物
共计 22.3万余元，将惠及全市 1500
余户困难家庭。

全南 1月29日，由江西省赣
州 市 全 南 县 红 十 字

会、县卫健委、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组
成的慰问组深入南迳麻风康复村进
行走访慰问。

于都 1月31日，江西省赣州
市于都县各医院红十

字会代表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
领下一起来到县麻风病康复村开展
慰问活动，为23位麻风病康复者送
去温暖箱，以及棉被、食用油、奶粉、
电热毯，洗衣机等慰问品，价值近
10万元。

遂川 2 月 1 日，江西省吉安
市遂川县红十字会联

合县卫生健康委、县民政局、县残联
组织开展“全面消除麻风危害，共同
走向文明进步”慰问活动，到麻风康
复村走访慰问麻风病休养员。

金溪 2 月 1 日，江西省金溪
县“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走进左坊镇厚潭村委会，县
红十字会组织应急航空救援队红十
字志愿者对困难群众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进行走访慰问，送上大米、食用
油、棉絮、羽绒服等慰问物资。

资溪 2 月 1 日，江西省抚州
市资溪县红十字会开

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把温
暖箱、棉衣、粮油等生活用品送到困
难群众手中。

镇江 2 月 3 日，江苏省镇江
市红十字会雷锋车队

志愿者冒着严寒赶到京峴山老年公
寓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老人
送去食用油、大米等慰问物资。

高邮 1月30日，江苏省高邮
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

健委带着慰问金和物资来到甘垛麻
风康复区，慰问常年居住在这里的
麻风病休养员。甘垛麻风康复区现
有麻风病休养员19人，年龄都在70
岁以上，其中最长者89岁。

常州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
红十字会开展“博爱

送万家”活动。为响应政府“非必要
不返乡”“就地过年”号召，市红十字
会为留常外地员工代表送上慰问
金、慰问品和“防疫大礼包”，让他们
感受到“在家过年的温暖”。

泰州 1月29日，江苏省泰州
市红十字会工作组来

到贫困村姜堰区蒋垛镇界河村，开
展扶贫慰问活动，为40名困难群众
送去慰问款和棉被、食用油等物资。

六合区 1 月 27 日，江苏省
南京市六合区红

十字会委托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红
十字会开展对口帮扶“博爱送万家”
活动，为 30 户困难群众每户发放
500元救助慰问金，合计1.5万元。

溧阳 1月29日，江苏省溧阳
市红十字会工作组深

入上兴镇汤桥村、陶村开展“阳光扶
贫”走访入户和“双挂双促”慰问困
难家庭活动。

灌云 1月28日，江苏省连云
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

联合县卫健委、县疾控中心走进板
桥麻风病康复村开展“博爱送万家”
活动，为24名麻风病休养员送去棉
被、食用油等慰问品，价值5520元，
发放慰问金4800元。

海陵区 近日，江苏省泰州
市海陵区红十字

会开展“冬日送棉衣，爱心助扶贫”
慰问活动。红十字志愿者走访了全
区10个镇（街）困难群众，为他们送
去爱心人士捐赠的154件棉衣。

锡山区 2月1日，江苏省无
锡市锡山区 271户

因白血病、尿毒症、突发意外事故导
致贫困的家庭收到了来自区红十字
会的“暖心红包”，共计123.6万元。

金堂 2 月 1 日，四川省成都
市金堂县红十字会党

支部组织党员到结对共建的高板街
道小米塘村开展困难老党员、困难
群众慰问活动，为他们送去慰问金
及大米、食用油等慰问物资。之后，
县红十字会还来到淮口街道明月社
区，为10户困难群众送上慰问金和
慰问物资。

大邑 1月19日，四川省成都
市大邑县红十字会在

大邑中学、安仁中学举办 2021 年
“博爱送万家（捐资助学）”活动助学
金发放仪式，共 60 名品学兼优、家
庭贫困的学生获得每人 2500 元的
爱心资助，共计15万元。

台州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
红十字会开展“红十

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市、县两级红
十字会以入户慰问的形式，走访省
内对口帮扶结对县困难家庭、红十
字会会员、志愿者困难家庭及造血
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组织）捐献
者家庭，共发放慰问金 52 万元，慰
问物资价值10万元。

诸暨 2 月 1 日，浙江省诸暨
市红十字会开展“新

春送暖·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活动惠及 145 户贫困家庭，共发放
慰问金 17.55 万元，涉及 14 个镇乡
街道。

洞头区 2月1日，浙江省温
州市洞头区红十

字会一行前往大王殿村开展慰问活
动，为基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送去

“防疫包”，包括口罩、酒精喷雾、免
洗凝胶等防疫物资。

越城区 1 月 23 日上午，浙
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红十字生命关爱志愿队深入诸暨
市马剑镇上和村，为留守儿童送去
爱心人士捐赠的200件新衣。

路桥区 1月 26日至 28日，
浙江省台州市路

桥区红十字会工作组分别走访慰问
52户困难群众、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及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
者家庭，送去大米、食用油、棉被等
慰问物资和慰问金。

池州 1 月 25 日至 2 月 2 日，
安徽省池州市红十字

会深入困难群众家中开展“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送去大米、面粉、
油、毯子等慰问品和慰问金。

和林县 1 月 29 日下午，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红十字会、县大
众热力公司联合举办“迎新春送温
暖，慰问环卫工人”活动，向辛勤奋
战在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去米、
面等生活物资。

土默特右旗 1 月 29 日，
内 蒙 古 自

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红十字会工
作组深入将军尧镇团结村贫困户家
中开展送温暖活动，共走访10户贫
困户，送去价值2590元的米、面、油
等生活物资。

雁塔区 1 月 25 日，陕西省
西安市雁塔区红

十字会携手西安雷霆速达医疗救
援服务有限公司、西安雁塔友好医
院开展“红十字博爱送温暖”活动，
西安雷霆速达医疗救援服务有限
公司向 110名防疫一线工作人员捐

赠了价值 2.6 万元的米、面、油、矿
泉水等慰问物资。西安雁塔友好
医院向区红十字会捐赠价值3.12万
元的米、面、油，用于慰问 240 户困
难家庭。

三原 1月28日，陕西省三原
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带着内装棉衣、棉被、毛巾被等生活
用品的28个“爱心大礼包”，来到高
渠发展服务中心和平村，慰问 2 名
贫困党员、26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开启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

合阳 日前，陕西省渭南市
合阳县红十字会全面

启动 2021 年走基层红心关爱贫困
者活动，为孤寡、残疾、贫困等生活
弱势群众送去棉衣、棉被、米、面、油
等物品，标志着全县红十字会系统

“红会红心月月有主题 ”活动全面
启动。

平凉 近日，甘肃省平凉市
红十字会工作组赴帮

扶村庄浪县南坪镇阴洼村开展了春
节走访慰问活动，共集中慰问13户
困难群众，为他们发放了慰问金。

华池 近日，甘肃省庆阳市
华池县红十字会组织

志愿者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全县患有白血病、尿毒症、恶性肿瘤
等重大疾病和遭遇自然灾害或意外
伤害导致家庭困难人员及孤寡老
人、五保户、低保户等311户特困家
庭发放大米、面粉、食用油、电饭锅
等价值12万元的慰问物资。

庄浪 1月30日，甘肃省平凉
市 庄 浪 县 红 十 字 会

2021 年度“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
动走进县社会福利院，为孤寡老人
送去慰问和祝福。同时，县红十字
会为福利院工作人员发放应急救护
培训教材，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崇信 近日，甘肃省平凉市
崇信县红十字会举行

2021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活动
通过集中发放和分散深入村社的方
式，将县红十字会筹资购买的 100
套慰问物资（棉被、大米、食用油）发
放给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孤寡老
人、困难单亲家庭、农村留守儿童、
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环卫工人、
贫困大学生、精准扶贫未脱贫户等
需要帮助的人群。

湄潭 1 月 28 日，贵州省遵
义市湄潭县红十字会

组织干部职工和志愿者，来到抄乐
镇群丰村和干溪村，集中慰问家庭
困难的 10 户贫困家庭，为他们送
去了米、食用油、茶业和爱心礼包，
拉开了县红十字会 2021年“巩固脱
贫送温暖·博爱助困到万家”活动
序幕。

玉屏 2 月 1 日，贵州省铜仁
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红

十字志愿者赴新店镇沙水坪村慰问
困难群众，标志着玉屏县 2021 年

“博爱送万家”活动正式启动。县红
十字会将组织 10 名志愿者深入各
行政村，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致
穷的特困家庭等困难家庭送上大
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玉溪 近日，云南省玉溪市
红十字志愿者在不同

地点为正在工作的环卫工人每人送
上一条围巾，共捐赠围巾200条。

宾川 1月29日，云南省大理
州宾川县红十字会结

合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
动，与县卫健局、县残联、县民政局、
县皮防站、县扶贫办等部门，到麻风
病康复者之家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给麻风病休养员送去冬衣、棉被、鞋
子、米、油、猪肉、糖果等物资。

宣威 1月27日，云南省曲靖
市宣威市红十字会开

展2021年“博爱送万家”系列活动，
组织协调爱心企业云南邦凌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曲靖康杰弘德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向宣威复兴二小、宛水
三小捐赠爱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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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红十字志愿者为腿障患者邓小文送去温暖包 （吴志贵）

（上接一版）
“以往面对地震、洪水灾害时，

我们可以靠自身的技能规避一些
风险，但新冠病毒是看不见摸不到
的，应对疫情就像在黑暗中摸索，
每一份来自社会的关怀和支持都
会成为照亮前行脚步的光。”李俊
岭希望有更多人站出来，加入公益
队伍，“也许这样，疫情能更快结
束”。

为增强防疫消杀队伍的力量，
1月16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中
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开展防疫消杀
行动，并倡议公益慈善组织建立联
合行动机制，共同支援河北疫情防
控。

越来越多人前往河北，越来越
多爱心涌入河北。截至1月20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向河北省支
援价值 2172.05万元物资，包括 10
辆负压救护车、3 套“红十字应急
救护工作站”（核酸采集防护亭）。

1月28日，河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
疫情最新动态、分区分级科学防控
措施。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
建培表示，1月 28日 0时至 10时，
河北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虽然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但红
十字消杀志愿服务队的消杀工作
并没有停止。下一步，他们将前往
各个村庄，进入确诊病例家中开展
终末消杀工作，直至疫情结束。

新春将至，经过一个月的努
力，队员们已经看到了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