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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 那宁宁

日前，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传
来喜讯，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区实
验小学位列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表
彰名单。这看似“意料之外”的荣
誉，却在“情理之中”。

乐在其中，受益匪浅

阜新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致力
于弘扬和传承红十字精神，在当地
红十字会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近年来，清河门区实验小学以
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为契机，始终坚
持人道主义原则与思想品德教育相
结合，应急救护培训与卫生保健工
作相结合，社会服务和劳动教育相

结合，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与学校素
质教育相结合，开展学校红十字青
少年工作。全校师生乐在其中，受
益匪浅。

2018 年 8 月，学校被确立为红
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落地学
校、区红十字会群众性现场急救知
识培训基地。截至目前，该项目共
培训师生、家长等4000余人次。

学校先后被评为中国教育学会
《普及中小学应急救护专题教育实
验研究》课题实验学校、辽宁省红十
字示范校、阜新市红十字会先进集
体；学校教师周华荣获五星级红十
字志愿者、市级红十字志愿者楷模
和红十字先进个人称号，被阜新市
红十字会誉为“传播人道精神的使
者”。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已经成为

学校工作的特色品牌。

传承有望待后生

为了在校园内进一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热心
公益、向上向善的文明氛围，学校宣
传橱窗设置了“红十字专栏”，及时
报道活动的信息，定期更换、宣传红
十字运动知识。

学校成立了“红十字”记者站，
小记者亲身参加红十字活动的采
访，亲笔撰写红十字活动纪实文章，
受到了深刻的红十字精神教育。

校园广播站设置了“红十字之
声”专题广播，介绍红十字运动基本
知识、红十字会动态、校内外活动、
人物事迹等，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
到红十字精神的熏陶。

为使师生能理论联系实际，掌
握自救和互救的真本领，学校先后
邀请阜新市急救培训师资、市中心
医院培训科讲师白萍、市红十字应
急救护师资钱东指导师生现场模拟
演示，利用模拟人生动形象地进行
灾害救护、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现
场搬运等实际操练，掌握现场救护
的实际技能。

应急救援，预防为先。学校围
绕“小手拉大手，健康一起走”主题，
结合世界红十字会日、防灾减灾日、
世界急救日，开展应急演练、亲子讲
座、学校安全教育与体验活动。

学校与蓝天救援队及区医院专
家相结合，突出学校“台上应急救护
技能展示、台下应急救护技能现场
教学”特色，学生通过参加应急演

练，亲子互动学急救，展示救护技
能，接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将学校
体验式生命教育延伸至校外。

多年积淀，今朝绽放。该校红
十字青少年在红十字精神陪伴下茁
壮成长，在实践活动中闪光。在“全
国红十字青少年防灾避险知识竞
赛”、网络“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竞
赛，“阜新市红十字独立建制 10 周
年——5·8 红十字日”绘画征文比
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

如今，清河门区实验小学已成
为全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一面鲜明
的旗帜。学校校风正、学风浓，形成
了自尊自爱、积极向上、关爱他人、
扶贫救残的良好风尚，让红十字精
神发扬光大。

红十字精神陪伴“小红豆”成长
——记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区实验小学

合肥
春节前夕，安徽省合
肥市红十字会组织各

县（市）红十字会为困难群众送去节
日的问候。目前，肥东县“博爱送温
暖”活动受益人数300余人，救助款
物近 20 万元。长丰县红十字会共
慰问乡镇因病生活困难者83户、红
十字会优秀志愿者23人、麻风病患
者 19人、大病患者 8人、退役军人 2
人。巢湖市红十字会共为102户困
难家庭发放慰问金 42000元及价值
3 万余元的米、油、应急救护包，爱
心资源覆盖全市18个乡镇、街道。

安庆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
各级红十字会上下联

动，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系列
活动，重点慰问贫困地区困难群众、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遗体（器官）角
膜捐献者以及特殊困难群体。

淮南
近日，安徽省淮南市
红十字会改变方式、

多举并用，动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筹集55万余元款物，关爱帮扶困难
家庭、贫困户、优秀志愿者、捐献者、
环卫工人。

桐城
近日，安徽省桐城市
红十字会开展“博爱

送万家”活动。市红十字会精心筛
选10户慰问对象，包括遗体捐献家
庭、受灾家庭和大病困难家庭，帮助
困难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年。

当涂
近日，安徽省马鞍山
市当涂县红十字会开

展系列困难帮扶救助活动，对全县
80户社区（村）孤寡老人、特困家庭
进行慰问，为10户贫困大病患者提
供救助款2.2万元。

东城区
近日，北京市东城
区红十字会开展

“送温暖”活动。市、区两级红十字
会总投入价值 96.42万元的慰问金
和物资，共救助困难家庭369户、因
病致贫的困难群众16名。

长春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
红十字会开展“长红·

暖冬助困行动”项目救助活动，共慰
问困难家庭13户，发放慰问金7000
元。

成华区
近日，四川省成都
市成华区红十字

会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辖区
287 户（名）困难群众、30 名孤寡老
人、31 名困境儿童、70 名困难学生
和6名志愿者送去价值25万余元的
慰问品。

金牛区
近日，四川省成都
市金牛区红十字

会联合九里堤街道、五块石街道在
九里堤北路社区红十字博爱服务
站、五块石街道喇叭花广场开展在
蓉就地过年一线环卫工作者关爱慰
问活动，为他们送去了大米、食用油
和防疫包等慰问品。

青白江区
春 节 来 临 之
际，四川省成

都市青白江区红十字会开展“迎新
春、走基层、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
全区7个镇（街道）的1000户困难群
众，为每户困难群众送上大米、粮
油、木耳等物资。

蒲江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

红十字会组织干部职工、志愿者前
往大塘镇五里村走访慰问联系户，
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大邑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
大邑县红十字会同四

川蜀之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王泗
街道开展“博爱送万家”敬老爱幼送
温暖活动，为344户高龄老人、14户
贫困儿童送去价值 10.75万元慰问

金及关爱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
险。

大同
近日，山西省大同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将价值10.67万元的“博爱送
万家”活动慰问物资装车，分赴全市
10个县区，将关爱送到困难群众手
中。该批物资包括生活箱 270 箱、

“一双筷子、一块毛巾”健康生活理
念包200盒和口罩6000个。

朔州
近日，山西省朔州市
红十字会开展 2021年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市红十
字会共筹措善款 11.3万元，救助因
病返贫、因灾致贫的困难职工、贫困
党员、困难家庭、环卫工人等。

襄阳
自 2 月 4 日起，湖北省
襄阳市红十字人道应

急救援志愿服务队、襄城区红十字
润泽应急救援队组织骨干队员将爱
心家庭包送到弱势群体家中，并祝
愿他们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新春佳
节。

英山
近日，湖北省黄冈市
英山县红十字会在全

县范围内铺开 2021 年度“情暖英
山·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把党
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深切关怀送到
困难群众心中。县领导、部分县直
单位负责人、11个乡镇相关负责人
纷纷担任“红十字爱心大使”，将
100 床棉被、120 个“人道救助箱”、
200 件棉衣、630 个“红十字博爱家
庭包”、2万支高露洁牙膏、3.24万罐
惠氏幼儿乐奶粉送至困难群众家
中，慰问物资共计价值873万元。

张掖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
红十字会积极组织联

合多部门开展 2021年“红十字博爱
送万家”系列活动，看望慰问贫困

“两癌”患病妇女30户、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2人、贫困家庭13户、失独家
庭 686 户，并为他们发放慰问金和
生活物资。

白银
近日，甘肃省白银市
红 十 字 会 组 织 开 展

“博爱送万家”活动，用实际行动把
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送到了
广大困难群众的心中。活动对
1200户困难群众进行了慰问。

崇信
近日，甘肃省平凉市
崇信县红十字会开展

“博爱送万家”春节慰问活动。县红
十字会用筹集到的定向资金采购棉
被、食用油和大米等物资100份，在

春节前发放给困难家庭。

西湖区
近日，浙江省杭州
市红十字会、西湖

区红十字会和西湖区住建局联合开
展留杭外来困难家庭慰问活动，对
建筑工地上的 25 户留杭过年的家
庭困难务工人员进行慰问。

平阳
2 月 8 日，浙江省温州
市平阳县红十字会在

万全镇叶垟村开展以“红十字红围
巾 博爱家园暖冬行”为主题的博爱
送万家系列活动。受助对象错时来
到现场挑选米、油、洗洁精、牙膏等
生活物资。

龙泉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
龙泉市红十字会组织

工作人员开展爱心人士走访慰问工
作，分别走访慰问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龙泉市志愿服务队队长、
爱心人士代表、优秀基层抗疫志愿
者等。

南浔
2 月 8 日，浙江省湖州
市南浔区红十字会工

作组到集中医学观察隔离点及综合
服务点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防疫
人员，送去了新春祝福及慰问品。

商洛
在 新 春 佳 节 来 临 之
际，陕西省商洛市红

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活
动共筹集款物价值 120.87万元，覆
盖6县1区53个镇（办）323个村（社
区），发放“红十字家庭包”1609个，
大米、面粉、食用油 6000 余份及棉
衣、棉被等物资，总受益人数达
6200余户，约2.5万人。

石泉
近日，陕西省安康市
石泉县红十字会组织

开展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慰问环卫工人、困难群众，共
计发放价值13.5万元棉衣、棉被、毛
毯、大米、食用油等物资，惠及全县
近600户2000人。

苏州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
各级红十字会系统通

过多种形式携爱出发，充分发挥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让
困难群众、留苏职工、对口帮扶地区
和红十字志愿者提前感受春日的暖
意，欢乐度过幸福年。

鼓楼区
2021 春节来临之
际，江苏省南京市

鼓楼区红十字会广泛开展春节“博
爱送万家”活动，共慰问困难群众
237户，发放食用油 120桶、棉被 30
床，慰问金10.56万元。

栖霞区
近日，江苏省南京
市栖霞区红十字

会启动2021年“博爱送万家”活动，
为癌友康复会和南京市志友协会栖
霞区分会的困难会员和志友送去慰
问物资。

惠山区
近日，江苏省无锡
市惠山区红十字

会深入开展 2021年“红十字博爱送
万家”活动，共计走访慰问530名特
殊困难群众，送去节日慰问金以及
棉被、食用油等物资。

灌南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
市 灌 南 县 红 十 字 会

“博爱送万家”春节慰问活动走进百
禄镇，分批为35户困难家庭发放食
用油、大米、牛奶、口罩等物资。

鄂尔多斯
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红十字会开展送温暖活动，走
访慰问结对帮扶社区和精准帮扶包
联村的困难党员、大病群众等弱势
群体和退休干部，送去慰问物资和
节日问候。

海拉尔区
近日，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区红十字会联合海拉尔区民族
事务委员会举行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暨“民族团结一家亲，温暖关爱传真
情”春节慰问物资发放仪式，为 10
户因肢体残疾、卧床不起、重病缠
身、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收入的
少数民族困难家庭发放了米面油等
爱心物资。

大连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
各级红十字会上下联

动，相继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活动共募集了款物 50 余万
元，包括慰问金及大米、食用油、家
庭箱、新年礼物等，已全部送达受灾
地区、受疫情影响、就地过年务工人
员等困难群众及遗体、人体器官（组
织）捐献者家中，约 2250 余户家庭
受益。

营口
近日，辽宁省营口市
红十字会开展“博爱

送万家”暨送温暖系列活动。活动
共发放大米 47840 斤、豆油 2043 桶
及家庭箱383个。为帮助重点地区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省市红十字会
共调拨棉帐篷 110 顶、棉大衣 230
件、隔离衣 300件、电动喷雾器 8台
及医用红外额温计、一次性病毒采
样管、橡胶手套、医用外科口罩等防
疫物资，陆续送往鲅鱼圈区疫情防

控重点区域，发放款物价值合计
249.82万元。

赣州
近日，江西省赣州市
红 十 字 会 全 面 开 展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市、县
两级红十字会联合 20 余个市直单
位、数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走访慰
问该市贫困家庭、捐献者家庭、红十
字志愿者困难家庭。

吉州区
近日，江西省吉安
市吉州区红十字

会在春节前期开展“2021年博爱送
万家——春风行动”系列活动，以实
际行动把党和政府的关爱送到千家
万户。

万安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
万安县红十字会向公

安、交警及志愿者等单位一线防疫
人员发放了480件抗疫急救包。该
批抗疫急救包是由爱心企业通过江
西省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峡江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
峡 江 县 红 十 会 启 动

2021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县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和县扶贫办及红十字
志愿者一起走访慰问部分困难家
庭，为他们送去了冬日的温暖。

高安
2 月 8 日，江西省宜春
市高安市红十字会联

合爱心企业高安市盛发粮油有限公
司，先后来到筠阳街道和瑞州街道
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向家庭困
难群众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并送
去新春祝福。

斗门区
近日，广东省珠海
市斗门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赴白蕉镇东岸
村、新沙村、泗喜村、办冲村、白石村
开展 2021年新春“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慰问活动，深入走访了当地的特
殊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慰问金、
油、米等慰问品。

石家庄
近日，河北省石家
庄市红十字会工

作组赴赞皇县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将全市 2021年度“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推向高潮。

沧州
近日，河北省沧州市
县两级红十字会共筹

集救助款物 250.02万元开展“博爱
送万家”活动，为全市 9566 户贫困
家庭送温暖。

大理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连续开展，已将
2216 个“博爱家庭箱”和新春祝福
送给 2216户贫困群众，让他们温暖
过年。

红河
春节前夕，云南省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红十字会筹集了棉衣、棉被以及口
罩、方便面、矿泉水、驱蚊霜等疫情
防控一线急需的爱心物资，对与云
南接壤的河口、金平、绿春 3 县的
173个边境疫情防控执勤点进行走
访慰问，发放慰问物资共计价值
14.97万元。

闽侯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
闽侯县红十字会开展

2021年“温暖在闽侯·博爱送万家”
新春慰问关爱行动，已慰问困难群
众和道德模范93户，合计发放慰问
金 5.05 万元，发放慰问物资价值
5988元，并为93位老人进行了眼科
义诊。

利津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
利津县红十字会组织

帮扶干部赴北宋镇北宋村走访慰
问，分别为帮扶贫困户送去了面粉、
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尉犁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尉犁县红十字会开展“博爱送
万家”走访慰问活动，为建档立卡困
难家庭、城乡低保家庭、弱势群体等
送去米、面、油、对联等物资和新春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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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云南省红河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河口农场龙沙河社区南吉桥执勤点看望一线执勤人员 （李启芳）

杭州开展春运志愿服务
本报讯 （杭红）2021年春运

正式开始后，浙江省杭州市红十
字会在杭州东站开展“爱在身边
——杭州市红十字救在身边志愿
服务与春运同行”活动。市红十
字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在候车大
厅开展心肺复苏演练、自动体外
除颤仪（AED）使用知识宣传、重
点旅客帮扶等志愿服务行动。

广州举办首期救护培训课程
本报讯 （广红）近日，广东

省广州市红十字会举办了首期心
肺 复 苏 及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培训课程，机关工作人员
参加了培训。

西安接受企业定向捐赠
本报讯 （西红）近日，陕西

海王银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西安市红十字会向市中医院、市
第三人民医院、普瑞眼科医院、长
安医院等单位捐赠价值 63 万余
元的医用隔离面罩 1.18万个、护
目镜1.2万个，助力疫情防控。

威海爱心企业捐赠口罩
本报讯 （威红）2月 7日，山

东省威海市红十字会接受瑾元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定向捐赠的一次
性医用口罩共计96万只，价值48
万元。受捐的 19 家单位代表现
场领取了口罩。

乌兰察布开展迎新春志愿服务
本报讯 （乌红）2月 7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
组织志愿服务队开展“春草行
——情暖童心，喜迎新春”志愿服
务活动，深入全市63名单亲或失
去双亲的贫困儿童家中，送去价
值 1.67万元的新衣服和生活费。
活动将持续至3月1日。

和林开展过大年志愿服务
本报讯 （石雅琼）2月 9日，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县红十字会组织干部职工在力
源商场门口开展绿色环保新风
尚、文明健康过大年志愿服务活
动。活动以“迎新春、防疫情，讲
文明、树新风”为主题，开展疫情
防控、健康知识宣传普及。

晋中红会博爱救援队获好评
本报讯 （张荣）近日，由山

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民政
厅等 14 个部门组织开展的 2020
年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活动名单正式公布。晋中市
红十字会博爱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荣获“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诸暨爱心企业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诸红）近日，浙江

省诸暨市众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与市红十字会签署“生日周爱心
早餐”爱心项目合作协议，该公司
将为马剑、东和、岭北、东白湖、陈
宅 5个乡镇的 175名留守儿童提
供两年的生日周爱心早餐。

东台慰问麻风村休养人员
本报讯 （杨玉明）2月 9日，

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组织志愿
者来到东台市麻风村对 26 名麻
风病休养员走访慰问，并送上贺
岁食品礼包。志愿者还为老人们
打扫卫生、张贴春联，增添节日的
气氛。

呼伦贝尔企业捐赠物资助防疫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

古呼伦贝尔海晨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通过海拉尔区红十字会向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捐
赠价值 120.64万元的慰问物资，
包括羽绒服 1300 件、保暖手套
1300副。

鼓楼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吴敏鸿）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会举办
“纪念援鄂抗疫一周年，携手留宁
迎新春”主题宣传活动，内容包括
宣讲“就地过年”倡议、爱心义卖
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雨花台区慰问“孤独症”儿童
本报讯 （雨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红十字会党支
部慰问组赴欧皮儿童发展营看望

“自闭症”和“孤独症”儿童。区红
十字会将持续关注孩子们的生活
状况。

桐乡救援队保障迎春灯展
本报讯 （嘉红）近日，浙江

省桐乡市凤凰湖举办迎春灯展活
动，市红十字桐安救援队极积参
与现场安全应急保障工作，应对
突发事件，确保市民赏灯游湖的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