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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老党员带头宣传抗疫
本报讯 （池红）近日，现年

71 岁的红十字志愿者刘锡银带
领安徽省池州市三献志愿者协
会3位老党员连续多日参加社区
疫情防控宣传。截至 2月 11日，
市三献志愿者协会参加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 577 人次，总服务时
长 5757 小时，出动车辆 163 辆
次，行驶车程10438.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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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协会，电话询问靖城
镇、城北园区、城南办事处共 163
户特殊家庭防疫物资情况，最终
筛选出 56 户急需防护用品的特
殊家庭（低保、重残、五保独居、
困境儿童家庭），由市红十字会
提供防护物资，179 志愿者协会
组织志愿者送出。

白银红会捐赠物资“零滞留”
本报讯（边海芬）近日，甘肃

省白银市红十字会收到大量来自
社会各界的捐赠款物，市红十字
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科学统
筹协调，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捐赠
接收处置效率，实现了捐赠渠道

“无梗阻”，捐赠物资“零滞留”。

东城区会员单位助力抗疫
本报讯（东红）近日，作为北

京市东城区红十字团体会员单位，
普仁医院短时间内做好设备及网
络布设、人员培训、物资储备等工
作，全员快速响应，发热门诊胸片
检查10分钟内到位，CT检查30分
钟内接诊；同样是团体会员单位的
鼓楼中医院充分发挥中医中医药
特色，推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药处方》在全区推广。

梁平区助力一线抗疫
本报讯（李羡权）2月12日，

由广东格兰仕集团捐赠经重庆
市红十字基金会分配的 70 台光
波炉运抵梁平。梁平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一行及时赶往区卫
健委分配点，将接收的光波炉分
发到该区 39 个医疗卫生单位和
23个交通检疫站。

成华区红会开展防疫服务
本报讯（成红）近日，四川省

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持续开展
“‘救’在身边·参与防控”志愿服
务活动，在青龙街道西林社区等5
个宣传点位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
劝导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356份，
测量体温1789人次；积极配合社
区入户排查和宣传等工作，入户
排查 66 户共 113 人，温馨提示
2016人；组织心理援助志愿服务
队开展心理咨询志愿服务活动，
配合指挥部做好一线防控工作人
员和社区群众心理疏导工作。

旅顺口区红会进行网上宣传
本报讯（旅红）近日，辽宁省

大连市旅顺口区红十字“三献”宣
传志愿服务队发起网上疫情防控
知识宣传服务行动。活动开展以
来，红十字志愿者先后编创了《中
国加油》《武汉叙述》《逆行者之
声》《南山礼赞》等10个网络文艺
作品，向社会传递温暖和力量，这
些视频在网上发出后，腾讯视频
当天阅读量就突破2000人次。

萧山区救援队助力防疫
本报讯（萧红）近日，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红十字海盟应急救
援队每天战斗在萧山东、新街等五
个高速公路出入口进行防疫、防控
检测。截至2月12日，已续作战16
天，累计出动队员188人次。

栖霞区红会助力一线防疫
本报讯（宁平吉）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抽调 4
名工作人员，深入燕子矶街道社
区（村）、交通卡口等一线驻点。
副会长丁彤和副调研员王奎进驻
祥和雅苑社区，协助社区做好联
珠一组城中村的疫情防控工作，
常务副会长盛有福和业务指导科
科长宁平吉编入街道物资保障
组，协助联系防疫物资采购。

秦皇岛为防疫一线分发口罩
本报讯（秦红）2月13日，3.2

万只境外捐赠医用外科口罩零延
时通关抵达河北省秦皇岛市，市红
十字会现场发放给市第三医院、市
卫键委、市公安局等新冠肺炎防控
一线。这批物资由民建秦皇岛市
委从印尼协调捐赠，市红十字会协
调办理通关、接受捐赠等手续，同
时第一时间联系通知定向捐赠的
各大医院、单位，现场进行发放。

基层红会信息

红色堡垒筑起防“疫”城墙
——成都市温江区红十字会疫情防控志愿者临时党支部工作纪实

■ 任登安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温江
区红十字会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志愿者临时党支部委员会16
名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郑重宣誓，
共同守护人民安全，筑牢温江防疫
屏障。此刻，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
属于自己的家——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志愿者临时党支部。

一天召集300余名志愿者
半天成立临时党支部

1月28日，温江区红十字会发出
召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志
愿者倡议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积极
响应，短短一天时间就吸引了323名
志愿者报名。经过统一培训后，他们
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切实缓解
了相关部门人员不足的压力。

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志愿者
队伍缺乏统一管理、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等问题凸显出来。为此，区红
十字会党支部认真梳理志愿者队伍
人员结构，决定从16名党员志愿者
入手，组建志愿者临时党支部，把党
组织建到疫情防控最前线，充分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在抗击疫
情中站出来、冲在前、作表率。

收到志愿服务应急指挥中心
提出成立党支部的申请后，区卫健
局机关党委、局党组特事特办，创
新使用了微信群召开机关党委会、
局党组会，按照流程讨论通过，同
意成立志愿者临时党支部。

党支部从申请到成立，只用了
半天时间。

16名党员带领志愿者
分赴15个一线岗位

临时支部成立后，区十字红会

立即对志愿者队伍进行调整，16名
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各组成为组长
和骨干，带领 323 名志愿者分赴排
查、测温、驻守、执勤、交通疏导等
15个一线工作岗位。

在高速路出入口，志愿者“三
班倒”，24 小时坚守工作岗位，协
助开展信息登记、交通疏导和车
辆人员排查；在客运车站、公交
站，志愿者对群众进行体温测量、
对车站场所喷撒药物消毒；在镇
街卫生院，志愿者为患者进行体
温检测、分诊引导，协助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在社区，志愿者入户排
查外来人员，发放疫情防控宣传
资料；在区红会，志愿者协助接
收、清点爱心企业和群众的捐款，
搬运捐赠物资……

不怕艰辛，不辞劳苦，每个党
员志愿者都在各自岗位上奉献着
一腔热血，用实际行动履行初心和
使命。短短几天，他们已经带领

300余名志愿者导流车辆68006台、
体温检测 149001 人、搬运 2万余件
捐赠物资。

一个党支部
就是一个疫情防控“堡垒”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一
个党支部就是一个疫情防控‘堡
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
们临时党支部将以党建为引领，
把志愿者凝聚在一起，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区红十字会疫
情防控志愿者临时党支部书记陈
果说。

“1 月 28 日上午，我看到召募
信息后就报名了。”杜雨彤是西南
财经大学一名法律专业在读研究
生，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她最初
被安排在办公室协助接受捐款捐
物，收集整理报表数据。随着疫
情防控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种捐
赠物资陆续运抵红十字会，面对 2

万余件疫情防控物资和食品饮
料，接受捐赠组人员有点捉襟见
肘，杜雨彤主动加入物资搬运队
伍，以娇小的身躯为疫情防控贡
献自己的力量。

杜雨彤的父亲、温江燎原职
中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杜强也是一
名共产党员，在送女儿参加志愿
服务的同时，他也加入了志愿者
队伍，负责协调、策划、慰问、搬运
物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
兵，为抗击病疫，我与女儿成为战
友也是一次意义特别的经历。”杜
强说。

在成温邛高速路温江出口的
共产党员雷加园，已连续 6 晚通宵
值守，队友叫他换下来，他说：“我
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就是该我们
上的时候，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疫情不退，我们不散。”陈果
说，这是疫情防控攻坚战中，共产
党员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广东省珠海市红十字会号召下，珠海市红十
字专业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大队加入抗疫后勤队伍，24小时待命不懈怠。

珠海市红十字专业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大队和其他应急救援志愿者一
起，为疫情定点大五院搭建6顶临时医疗帐篷，为拱北分局在南屏高速公
路出口体温检测点搭建4顶临时帐篷，为公安特警搬运20顶帐篷……目
前，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

图为该服务大队志愿者正在搭建救灾帐篷，为室外工作的医护和前
线的值守人员御寒保暖。 珠红/摄

搭建温暖

■ 吴疆宏

2 月 10 日，我以一名普通党员
的身份加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县前社区抗击疫情党员志愿岗并
值守。从中午到傍晚的6个小时执
勤中，我经历了几件事，让我在感
动中看到了逆境中的一缕阳光。

14时15分左右，8号楼1805室
发生煤气泄漏着火事件，玻璃被震
碎落地，房东吴某一个人在家自救
灭火。

听到巨大响声后，住在21楼17
楼的邻居（其中一人是外国人）赶
去帮忙，楼下执勤人员看到浓雾
后，立即报警。党员、退伍军人、小
区保安队长蒋某立即带领3个保安
队员，拿着灭火器冲上楼。10分钟
后，消防队员赶到现场，15分钟后，
社区干部、街道领导、包干的民政
局领导也赶到出事地点，组织疏散

群众控制事态。
由于目前正在抗击新冠肺炎，

人员大多居家生活，邻居互相照
应，幸好及时发现没有酿成大祸。
当事人吴某因烧伤已送到医院治
疗。

此次抗击疫情对全县各类小
区管理是一个大检验，也是一次彻
底大排查大清底。租户房东一目
了然，困惑小区物业的住户情况在
社区干部进入后摸排得一清二楚。
社区、邻里以及各种参与抗击疫情
人员之间的关系高度融洽。大家
停下忙碌的脚步，开始关心邻居，
照顾亲人，这是一次集体亲情的回
归活动。

一个下午我见证了交投集团、
县征迁办、县总工会干部通宵执勤
忙碌的身影，看到了88户住户主人
翁精神的发扬，也见证了租户主动
融入小区的可喜变化。一座楼变

成了一个大家庭。
大家热情地为今后管理好小

区提出许多建议。火灾事发当场，
小区物业对几户居民进行了交待，
但是要做到挨家挨户全面落实还
是很难，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逐户逐门检查，关键是让住户弄懂
学会操作，在具体业务和思想上双
管齐下。

此外，在抗击肺炎紧要关头，
物资紧缺问题仍待解决，如测温仪
失灵，小区居民不知道去哪里购买
领取口罩，执勤点设备简陋，下情
上达的渠道如何更加畅通等等。

这场罕见的战斗，更加激发了
县里群众攻坚克难、同心同力的斗
志和勇气，提升了全县群众防灾救
灾抗灾的素质水平，进一步融洽了
党群干群关系。

我坚信阴霾一定会扫除，春暖
花开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逆境中的一缕阳光
——一位红十字人的抗疫感想

本报讯 （无红）2月 9日，伴随
着飞机的轰鸣声，江苏省无锡市新
一批 132 名医护人员出发驰援湖
北，这是无锡历史上应对国家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次性派出的
规模最大的援助医疗队。到达武
汉后，这些医务工作者将进驻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整建
制接管一个重症病区。

为致敬这些无私的逆行者，江
苏华地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携
旗下八佰伴、大统华，与无锡市红
十字会达成意向，设立 200 万元定
向基金。其中 132 万元将捐赠给

本次出征医疗队的 132 位英雄作
为慰问金，向抗疫英雄们表达来自
后方的支持。

此次出征的医疗队成员来自
市人民医院、市二院、江大附院、市
中医医院、江阴市人民医院、宜兴
市人民医院、锡山人民医院、江阴
市中医医院、宜兴市中医医院 9 家
三级医院。他们之中有重症医学
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科、
急诊科等专科的主任专家，也有年
富力强的青年骨干，平均年龄 33.3
岁。

无锡红会设立定向基金致敬赴鄂医务人员

本报讯 （南红）2月 6日，寒雨
来袭，浙江省红十字会紧急援助的
100顶帐篷及时用到了嘉兴市南湖
区抗击新冠肺炎一线，区红十字会
第一时间把帐篷分发到各基层检
查站点，并于当日上午全部搭建完
毕。

正值抗疫关键时期，南湖区村
社区干部、志愿者 24 小时坚守在
小区、村道检查点。经查询天气预
报得知，近期将有一次降温降雨过
程，这给缺少帐篷的各检查点工作
带来极大困难。正在大家为此发
愁之际，2月 5日，省红十字会调拨

的 100 顶帐篷运到了嘉兴，市红十
字会立即启动紧急物资处理程序，
在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组的统一
指挥下，第一时间将这批帐篷移交
南湖区红十字会。

6日中午，雨越下越大，温度越
来越低，这批及时到达的帐篷为各
检查站点的一线执勤人员提供了
后勤保障。

“今天的帐篷真是雪中送炭，
感谢红十字会。”一线人员纷纷向
区红十字会负责人发来信息表示
感谢。

“今天的帐篷真是雪中送炭”
南湖区红十字会风雨中及时为各基层检查站点搭建帐篷

本报讯（宾红）2月12日，一辆
辆邮政车辆整齐地排放在云南省大
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老干局，整装
待发。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的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
县红十字会接收的捐赠物资需要
迅速及时地分发到各个疫情防控
部门和卡点，县邮政分公司得知这
个情况后，主动请战组建运输车
队，承担起义务运送疫情防控物资
的任务。

“是党员，就要第一个冲锋在
前，我们自愿奔赴全县疫情防控一

线，保证将急需的防控物资在最短
时间内一件不少运送到指定地方，
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宾川邮政分公司经理左雪伟
说。据统计，宾川邮政分公司为此
次疫情防控投入大小运输车辆 8
辆，提供免费运输服务。

当天，宾川邮政分公司派出的
运输车辆就将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
司捐赠的价值 30000元的一次性使
用灭菌橡胶手套 4800双、75%酒精
26桶共650L等医用物资，运送到平
川、钟英、拉乌等 10 个乡镇卫生院
及县城一线医院。

宾川邮政助力县红会运送防疫物资

本报讯（常红）凌晨1点，奋战
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医护人员、
特警、交警纷纷向江苏省常州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党员教师、红
十字志愿者杨萍一家人发来信息，
感谢他们在寒冷的冬夜，为他们送
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

连日来，杨萍一家和许多战疫
一线的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自疫
情发生后，看到很多医护人员、民警
连日奋战在战疫一线，杨萍就一直
想为大家做点什么，这个想法得到
了家人的支持。一家人集思广益做
什么最实在，就想到了做羊肉面。
有了目标，全家说干就干。爸妈负
责面条制作，杨萍和丈夫、弟弟负责
打包装盒，装车送面，婆婆在家带
娃。3天来，他们先后为一院、二院

医护人员、特警、交警、常州高速出
入口的各岗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
去500余份羊肉面。

几天下来，这些岗位上的工作
人员都知道了杨萍一家人：“他们凌
晨 1 点还在送夜宵，我们朋友圈都
知道了，为他们点赞！”

“我们要隔离病毒，更要守望相
助。”杨萍说，她是党员，和家人一起
做公益，相信爱的力量一定能共克
时艰。

据悉，杨萍在2013年至2016年
连续4年作为红十字博爱青春暑期
志愿服务项目带队老师指导参与博
爱青春活动，其带队指导的“喜迎花
博，备战荷园，共筑博爱青春梦”项
目获 2013 年江苏省“博爱青春”优
秀项目奖。

凌晨1点，500碗羊肉面温暖一座城
常州市红十字志愿者动员全家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丁涛）2月 8日晚，辽
宁省大连市 500名白衣天使紧急出
征驰援武汉。作为“辽宁省最美志
愿服务组织”——大连红十字遗体
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中一员，丁宁
位列其中。

当日16时20分，还在岗位上的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
病房护士丁宁接到增援武汉的通知

后，主动请缨，并迅速回家和家人短
暂道别后，立即回到医院集结。

丁宁不仅是医院遗体器官捐献
宣传小组的一员，同时也是一名红
十字志愿者、一名红十字会员。

去年 11月 6日，丁宁的父亲因
病去世，她替父亲完成了生命最后
的愿望：将遗体捐献给了医科大学，
将两个眼角膜捐赠给眼科医院，让

两位眼病患者重见光明。
经常和丁宁一同做志愿服务的

尚大姐说：“服务队提前不知道丁宁
去支援武汉，没能给她壮行，特别遗
憾。 我们为丁宁骄傲，为红十字志
愿者骄傲。我和全体队员在朋友圈
里为丁宁加油！我们等她平安回
来！”

大连红十字志愿者驰援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