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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 张丽芬

身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红十
字会的工作人员，我了解红十字工
作流程，相信红十字会同仁一直奋
战在一线，一直在努力工作着。

红十字会的工作并不简单，接
听咨询、接收捐赠、清点货物、仓储
管理、统筹跟进、调拨物资等，需要
非常高的执行力。大疫当前，更是
体现了红十字人的担当。

近日，香洲区红十字会负责接
收全区所有捐赠款项及物资，其中

有一笔境外物资捐赠，包括N95口
罩2000只，需要区红十字会协助该
批货物办理从新加坡入境的免税和
报关手续。我们从未接触过这类工
作，刚接到任务时，完全不知从何下
手。但现在防疫刻不容缓，口罩是
救命物资，我不能怠慢。在了解进
口捐赠物资相关要求后，我与各相
关单位认真确认流程，从广东省红
十字会、省慈善总会到珠海市红十
字会，从拱北海关、广州海关到区侨
联、区商务局，以及多家货运公司、
报关行等单位，明确每一环节，落实

所有工作流程。在各单位支持和配
合下，该批捐赠物资终于在2月1日
完成免税报关手续，顺利通关。

一笔简单的境外捐赠，每一
个环节都要经历多次沟通和协
调，无论白天黑夜，还需兼顾捐赠
咨询及捐赠款物的统计、公示和
宣传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场，红十字人冲锋在前,无怨无悔。
我们也是一群逆行者！请给予我
们更多支持和理解！

（作者系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我们也是逆行者

■ 杭红

防疫急需物资运到仓库后立即
装车转运，一笔捐赠物资审批流程
提速至“10 分钟”内办结……连日
来，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高效调
度，社会各界捐赠的口罩、防护服等
大批防疫急需物资，九成可当日运
到疫情防控一线。

提速，再提速！

2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州
市余杭区乔司街道红十字会备灾救
灾中心仓库，两辆邮政货运车辆停
在仓库门口，10余名红会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一刻也不停歇，一小时后，
12.32万只医用口罩装车完毕，运往
市卫健委，由市卫健委统一按需发
放到第一线。

据介绍，这批医用口罩由市红
十字会用捐赠资金从江苏一家企业
购买，2月1日9时20分全部到货。

“1月31日，我们提前将这批捐
赠物资报往市防控领导小组捐赠专
班，专班根据防控一线需求，当日下
午6时就做好分配计划。捐赠物资
一到，我们就迅速发往一线。”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封昕介绍。预期的
大宗捐赠物资第二天发往哪里都提

前定好了，工作前移为高效运送提
供了保障。

仓库外停放着两辆邮政快递车
辆，封昕介绍，为保证捐赠物资快进
快出，邮政部门全力保障物资运送，
市红十字会可随时调动邮政部门快
递车辆。

为尽快将捐赠物资送到防疫一
线，市红十字会不断探索改进,提高
防疫物资运送效率。“从常规的物资
到仓库后再运出，到物资一到立即
运走，到现在定向捐赠物资已实现
最高效的‘点对点’运送。”市红十字
会赈济救护处副处长陶一二说。

部分定向捐赠，市红十字会与
企业沟通后，由企业直接将物资发
往一线医院。由浙江省卫生医药发
展有限公司捐赠的 2400 只胸腺五
肽注射液就是直接“点对点”发往杭
州市中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和浙江大学医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对于入库捐赠物资，市红十字
会要求工作人员做到“三清”，即：数
量清、质量清、品类清。通过专人清
点物资，并由市卫健委对质量进行
把控，防护用品和保障用品分类存
放，对大件物资存放在一楼仓库便
于装运。

为一进步提高捐赠物资分配效

率，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特
事特办，两张清单一个群，10 分钟
完成审批。1 月 31 日下午 3 时 32
分，一批物资调拨单上传，3时40分
已审批通过。

市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显示，1
月31日入库防疫物资45万余件，当
日出库 42万余件。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魏丹英说：“疫情爆发以来，市红十
字会按照市委、市政府最新部署要
求，牢记‘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发动全员，层层落实责任，以最
快的速度将社会各界捐赠的防疫急
需物资运送到一线，为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可爱的红十字志愿者

魏丹英介绍，这次防疫战中，杭
州市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做到每笔捐
赠款物收支公开透明，急需物资快
速运往抗疫一线，离不开一批批红
十字志愿者的支持和付出。余杭区
红十字海豚救援队长柯孔伟表示，

“作为红会一员，参与抗疫一线工
作，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从1月26日参与红十字会防控
疫情工作以来，余杭区红十字海豚

救援队全体队员按照红会需求分线
作战。4名队员驻点区红十字会协
助工作人员接听捐赠热线，10名队
员驻点区红十字会备灾仓库，协调
分发捐赠物资，8名队员在高速路口
测体温，15名队员在市红十字会备
灾救灾中心仓库分发物资。他们来
自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公安机关
人员、教师、公司职员、私营企业主。

队员俞龙燕已经连续7天参与
红十字会防控疫情工作，接听电话、
搬运物资、发放物资都有她的身影。
热心捐赠者除了告知工作人员捐赠
信息外，还会详细询问捐款如何分
配、如何保证物资运送到抗疫一线
等问题，工作人员都要一一解答。
为此，上岗前区红十字会对志愿者
进行了专门培训。

“上次余杭区红十字会在官方
网站、朋友圈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
以后，马上就有很多电话打来，有的
说我是党员我先上，有的说我愿意
到抗疫一线去。杭州的热心市民很
多，不仅捐款还参与实际行动，我非
常感动，作为杭州人、作为红十字志
愿者，我感到非常骄傲。”俞龙燕说。

1 月 28 日，市红十字会发布接
收捐赠款物公告第二天，爱心捐款
达 到 高 峰 ，光 微 信 捐 款 就 收 到

15000多笔。为尽快向社会公示捐
赠者信息，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统计
核对数据。由于人手实在不够，市
红十字会紧急联系萧山区红十字养
老志愿服务总队，召集志愿者过来
支援。不到一小时，5 名志愿者就
赶了过来。马群霞是第一个到的，
她是萧山区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服务队副队长，2016年和 2019
年曾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拯救了
一名安徽籍的3岁白血病女孩。

这次马群霞还带来了做 IT 工
作的丈夫。“此次召集志愿者的时
候，说是要解决系统数据问题，我想
他可以帮上忙。”

志愿者赶到之后，迅速了解
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列出解决办
法，明确分工。一个小时之后，数
据全部整理完毕，但他们并没有
就此离去，继续帮忙接待来现场
捐赠的爱心人士。了解到市红十
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仓库需要志愿
者搬运物资后，又主动要求帮忙，
已经连续 5 天在备灾救灾中心驻
点。

“紧要关头，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非常辛苦，只要我们能帮上忙，
一定及时赶到。”马群霞说。

提前做好分配计划，志愿者全力支持，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防疫物资发放提速

九成物资可当日运到一线

本报讯 （夏晓雯）2月 2日，江
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晨光镇高布村第
一书记、全国供销总社三级调研员、
红十字志愿者吉志雄，孤身一人从
北京出发，历时 16 个小时，辗转 5
站，护送全国供销总社支援的 100
把红外线体温监测枪到达寻乌县。

身为第一书记，寻乌是吉志雄
心心念念的地方。吉志雄是无偿献
血志愿者，扶贫4年来年年献血。5
个月前，得知寻乌县用血紧张，他二
话不说立刻带头无偿献血。

防疫战打响后，吉志雄主动请
缨，提前结束春节休假。2日凌晨，
他冒着严寒从北京出发奔赴寻乌，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平日的通途多
了很多关卡。吉志雄辗转到上海、
赣州、安远，经过 16 个小时的长途
跋涉，终于赶在当天傍晚到达寻乌，
及时缓解了寻乌县体温监测枪严重
短缺的困境，被大家称为寻乌县“最
快防疫物资邮递员”。

“万众一心，阻击疫情。我的任
务就是完好无损地将（全国供销）总

社的100把红外线体温监测枪完好
无损地带到寻乌。”吉志雄说。

为了保证这批易碎物资安全
到达，吉志雄没少操心。一路上，
他填报了各种信息，记不清经过了
多少次防疫监测检测。易碎物品
的标志让他提心吊胆，数百公里乘
车夜行，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小心谨
慎。还要应对物资超过航班托运
上限、机场航班因雪延误等突发情
况。一路紧绷的神经，让吉志雄在
搬运物资时，被托运打包带划破手
指都不觉得疼。

吉志雄将体温监测枪安全交给
寻乌县红十字会后，又捐赠了 300
只一次性医用口罩，用于支援县人
民医院和防疫检测中心的重点防疫
工作。他说，这是他尽的一点绵薄
之力。

据悉，此批红外线体温监测枪
在县防疫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已发
放到各高速公路、城乡社区卡口，用
于防疫监测。口罩也全部发放到县
人民医院和防疫监测中心。

“最快防疫物资邮递员”千里送物资

本报讯（甬红）2月5日，浙江省
宁波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联系《宁波
晚报》，向一位爱心人士喊话：“黄棉
袄男孩，您的爱心红包我们收到了！”

2月3日下午5时40分，宁波市
海曙石碶派出所接处警大厅内，值
班民警张明耀从开水房里倒水出
来，突然发现桌上多了个红包，打开
一看，里面装着十几张百元纸币和
一些硬币。待他反应过来，迅速起
身追出门外，却不见任何人的踪影。

张明耀打开红包数了数，里面共
有1217.5元，还塞了一张小纸条。纸
条上汉字和拼音夹杂，字迹看上去很
稚嫩，但写得工工整整：“Jing cha叔叔
您好，这里是我的压岁钱，是外公、外

po，jiu jiu 他们给我的。我的压岁钱
不多，但是这是我的一点点心yi，请收
下。加油jing cha 叔叔，加油中国！”

民警调出监控看到，几分钟之
前，接处警大厅门口闪现一个穿着
黄色棉袄戴着黑色口罩的小男孩身
影。他先在自动门处停留了一会
儿，见门没开，又机灵地跑到侧门
处，“偷偷”瞧瞧周围的人，一溜烟钻
进石碶派出所接处警大厅，在大厅
桌面上丢下一个红包，转身蹦蹦跳
跳迅速跑出大门。

为了达成孩子的心愿，海曙石碶
派出所民警将这笔善款，以“黄棉袄
男孩”的名义，捐给了宁波市红十字
会。经查询，该笔汇款目前已入账。

“黄棉袄男孩，你的爱心红包我们收到了”

近日，为助力打赢新冠肺炎防
控战，浙江省嘉兴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志愿者用水雾烟雾两用机，每
天上午、下午两次赴镇、村、社区、派
出所、垃圾中转站、银行、居家隔离
点等进行消毒工作。

据悉，作为该镇消毒队的骨

干，仅石门分队每天就要为 661
个生活垃圾收集点、16座生活垃
圾转运站、13座镇区公共厕所进
行两次消毒，消毒面积约3900平
方米。

图为志愿者在进行消毒作
业。 嘉红/摄

“消毒利器”展雄风

本报讯 （信红）2月 5日，河南
省信阳市市长尚朝阳在《信阳市红
十字会疫情防控捐赠款物使用情况
汇报》材料上作出重要指示：“红会
积极作为，应予充分肯定。望继续
创造性工作，助力全市疫情防控。”

1 月 21 日以来，信阳市红十字
会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具体指导下，按照
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
求，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依法接受
企业和个人捐赠，为疫情防控提供
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赢得社会一
致好评。

在助力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中，
信阳市红十字会采取了五项措施。
一是大力宣传，吸引社会广泛参与。
市红十字会积极通过手机、报纸、网
络、电视、广播等传播渠道向社会广
泛公布市红会接受抗击疫情的社会
捐赠帐号；二是制定方案，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市红十字会成立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人员放
弃春节休假，班子成员带头上岗，积
极参加联防联控；三是公开透明，每
一笔款物来去必须明晰明确。在接
收疫情防控捐赠款物过程中，市红
会将每一笔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

都做到“四公开”，即：通过市红十字
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每天下午
17 时向指挥部报告当日的捐赠情
况，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
领导报告当天的捐赠情况，向捐赠
人员出具正规票据并颁发荣誉证书
和感谢信；四是及时高效，捐赠款物
尽快发挥作用。在接收定向捐赠时
做到定向捐赠资金不过夜，定向捐
赠物资不落地。在接收不定向捐赠
时，及时向指挥部请示，请求尽快发
挥款物作用；五是督促各县（区）红
十字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
工作。

南宁“五朵金花”赴鄂抗疫

本报讯（甘洪流 黄泽云）2
月 4 日，在接到上级党委政府抽
调人员支援湖北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的肺炎疫情通知后，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立即
向全院发出召集令，各科室的护
理人员纷纷主动报名。经综合评
价，该院从报名人员中挑选出 5
名优秀护理骨干组成该院第一支
赴鄂抗疫医疗小队，参加第二批
广西赴湖北抗疫医疗队。

沈阳红会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付靖翃）近日，辽
宁省沈阳市红十字会成立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在当地疫情防
控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积极做好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截至2月6日，
市红会累计接收捐赠防护物资
10 批次，已全部拨付到市卫健
委、市疾控中心、省人民医院和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等防控一线。

大同纪检人员成红会志愿者

本报讯 （大红）2月 3日，山
西省大同市驻市政府纪检监察组
5 名工作人员在监督指导中，看
到市红十字会人员少、任务重，主
动申请成为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
助工作，并与市红会工作人员一
同对捐赠物品进行清点接收，并
及时与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办理
转赠手续。

池州应急救援队助力抗疫

本报讯 （池红）近日，安徽
省池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第一
时间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
成立防控疫情应急突击队，全面
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他们领
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放的应急
帐篷，连夜为高速路口、社区等疫
情防控检测点搭建帐篷20个，为
一线工作人员建立临时办公点；
协助测控外来车辆人员体温，协
助高速卡口、社区检测约 300 辆
次；在救援队微信平台开辟“防疫
工作，从我做起”有奖知识竞答活
动，全面宣传防疫知识。

老人向兴安盟红会捐款

本报讯 （唐志超）2月 6日，
一位 85 岁的独居老人来到内蒙
古自治区兴安盟红十字会，为
抗击肺炎疫情捐款 2000 元。老
人表示，虽然收入微薄，但国家
有难，她也想尽一份力。捐款
完成后，为了老人的安全，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主动将她送回了
家。

西岗会员单位开展消杀工作

本报讯 （杨霏）近日，辽宁
省大连市西岗区红十字会会员单
位百利洁公司积极响应党和政府
的号召，全力配合红十字会及政
府相关部门部署，共派出 12 人
次，提供消毒粉约 50 公斤，协助
防疫消毒室内面积约10万平米，
户外约16公里延长线。

鹿城区红会协助清关工作

本报讯（鹿红）截至 2 月 3
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红十
字会 3 次赴相关机场海关领取
捐赠的防疫物资。据悉，区红
十 字 会 了 解 到 海 外 捐 赠 意 向
后，协助办理物资入境相关手
续，航班到达后，协助办理清关
工作，缩短通关时间。物资通
关后即刻返回鹿城，用最快速
度，在当晚 11 时前将口罩全部
转 交 鹿 城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邻水县红会发放防疫物资

本报讯 （邻红）近日，四川省
广安市邻水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
健局、县工商联、县疾控中心等单
位，组织红十字志愿者深入机关、
社区、企业、农村，先后发放口罩、
防护服、体温枪、水银温度计、医
用酒精、血氧仪等价值18万元的
疫情防控物资。

德清县志愿者出征防疫一线

本报讯 （德红）2月 6日，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200余名志愿
者在各防疫卡点、留观点“火线”
加入红十字会，在防疫一线开展
体温监测、物资运输发放、心理疏
导、跟踪排查、传播防疫知识等志
愿服务。

赛虹博爱家园志愿者抗疫

本报讯 （赛红）2月 4日，江
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博爱家
园红十字志愿者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在雨花西路沿街没有物业的
小区宣传防疫知识，同时协助检
查外来车辆，进行人员登记、测体
温等工作。

本报讯 （王岩 祝伟）2 月 7
日，一场风雪不期而至，河南省焦
作市阳光小区 83 岁老人刘希其通
过社区联系到焦作市红十字会，想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得知老人
的老伴行动不便，市红十字会第一
时间安排人员上门接受捐款。

看到不畏严寒、冒着风雪赶来
的工作人员，刘希其老人十分感
动。“感谢党，感谢政府，老伴偏瘫
这么多年，全靠党的好政策、政府
的好服务。现在国家有难，我唯一
能做的就是把给孙女准备的 4000
元嫁妆钱拿出 2000 元来用于疫情
防控，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原来
担心这笔钱不能及时送到抗疫一
线，但当看到红会工作人员迎风踏
雪上门服务，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做
到！”

“我叫董安国，想为疫情防控
捐 2000 元款，现在要求不能出门，
请问你们能不能上门代办？”2 月 3
日，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红十字会
办公室接到一个捐款电话。

捐赠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董安
国是一名抗美援朝退伍老兵，今年
已经 86 岁。2019 年，他还说服儿
女，完成了遗体捐献登记的心愿。

半个小时后，县红十字会和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来到董
老家中，帮助他办理这笔特殊爱心
捐款手续。董安国说：“我是一名
军人，从当兵到退伍，国家无时无
刻不在关怀着我，如今看到国家有
难，只有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才能
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老伴王武
英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
在做一名党员该做的事而已。”

我要为抗疫做贡献
焦作、安康红会为年迈老人上门办理捐款

信阳红会疫情防控工作获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