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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复工复产 红十字人在行动
——浙江省各级红十字会助力当地企业、群众复工复产工作侧记

■ 浙红

日前，浙江省红十字会要求全
省各级红十字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有关“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要求，有序
安排前期参与联防联控的工作人
员、会员和志愿者做好休整，同时积
极开展“三服务”活动，助力当地企
业和群众复工复产。

连日来，各级红十字会纷纷行
动，结合各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
深入汽车站、高铁站、企业厂房、社
区村居、田间地头，宣讲复工复产政
策、帮助解决困难、提供志愿服务，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2 月 19 日，宁波市奉化区红十
字会组织20名会员和志愿者，前往
西坞街道一家口罩生产企业，参与
口罩生产的一线包装工作，帮助企
业复工复产。

镇海区红十字会派出机关干部
到骆驼街道余三村，协助相关企业
做好复工前期相关工作，逐一排查
企业员工健康信息，检查企业口罩、
温度计、消毒水等防疫物资准备情
况，督促企业主负起主体责任，落实
防疫措施，抓好本单位的防疫工作。

2 月 12 日，湖州市红十字会负
责人到湖州菁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湖州新仲湖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详
细询问了生产经营、员工属地分布、
开复工准备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
情况，在得知企业还缺少防护口罩
和体温测试仪等困难后，第一时间
帮助调配了体温测试仪，以解燃眉
之急，对一时解决不了的困难及时
上报市委市政府工作专班，尽最大
可能帮企业共渡难关。

2 月 18 日，长兴县虹星桥镇红

十字会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帮助厚
全村葡萄基地的农户拉皮纸搭大
棚，在汛期前做好防雨措施，保证葡
萄的开花结果不受影响。

近日，德清县红十字会 4 位领
导班子成员作为服务专员，对口联
系该县禹越镇8家企业，上门走访，
了解企业开复工情况和存在问题，
向企业讲解有关政策文件，指导企
业做好防疫物资采购、返乡员工隔
离、员工健康监测、重点场所消毒等
工作。目前，联系的8家企业已有3
家企业复工或部分复工生产。该县
红十字会还组织人员走访德清致联
纺织品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帮助
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禹越镇红
十字会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在车站、
广场等公共场所发放“新冠肺炎”预
防手册，现场指导和帮助外地返工

人员下载和登录“浙里办 App”，扫
码生成健康码。乾元镇红十字会对
线下营业店铺柜台以及门窗玻璃逐
一消毒，同时提醒商户做好日常消
毒和防疫。

2 月 10 日，嘉兴市红十字会印
发《关于广泛动员红十字会员、志愿
者参与企业复工工作的通知》，鼓励
动员所有春节期间未离开嘉兴且
14天内无流行病学史的、身体健康
的红十字会员、志愿者，通过“共享
员工”“弹性员工”和远程工、钟点工
等多种形式参与企业复工。

自 2月 16日起，桐乡市红十字
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组织队员对公
交车站、候车大厅、公交车辆等场所
进行防疫消杀，目前已累计为16个
公交站点和4个候车大厅、500余辆
公交车进行防疫消杀，有力保障了

公共交通防疫安全，助力全市复工
复产。

东阳市红十字会组织 12 名红
十字救援队员协助市人力社保局，
先后于 2月 15日日晚、16日早前往
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兴仁、普安等
地，用 15 辆专车接上当地复工人
员，返回东阳，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
护航。

日前，江山市红十字会组织应
急救援队的会员和志愿者为浙江丁
点大木业有限公司提供上门免费消
毒服务，义务为企业生产、生活区域
提供消毒卫生保障，助力企业复工
防疫。救援队员们每人每天工作
12小时以上，背着重达20公斤的装
备行走 30000 多步，喷洒 20壶的消
毒液。

2 月 19 晚 8 点，衢州火车站出
口处“谢谢”之声不绝于耳。衢州市
红十字会组织人员为该市首列复工
专列外来务工人员送上开工礼物
——每人一个口罩，一个温度计，一
份宣传册，让这些“新衢州人”感受
到了衢州这座最有礼城市的关心关
爱，感受到了“家”的温馨和贴心。
当得知首趟复工专列抵达衢州高铁
站，专列内共有返衢复工人员共计
610 人的消息后，市红十字会在短
时间内采购口罩、温度计，编印复工
宣传手册，组织红十字会机关干部
和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来到高
铁站赠送给返衢复工人员，受到大
家欢迎。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省各级红
十字会已组织 5000多名工作人员、
会员和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三
服务”活动，助力当地企业和群众复
工复产。

▲衢州市红十字会组织人员为该市首列复工专列外来务工人员送上开
工礼物——每人一个口罩，一个温度计，一份宣传册 （衢红）

筑牢城市安全的关口
——红十字志愿者赴上海火车站参加防疫工作纪实

■ 刘贵朝

2 月 17 日，上海市红十字会参
与上海火车站疫情防控工作暂告一
个段落。“感谢红十字志愿者，上海
火车站有了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才
筑起了疫情防控的‘堡垒’，你们是
最美的‘逆行者’”。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上
海局”）红十字会和志愿服务归口属
地管理单位——上海市静安区文明
办有关人员对参与防控工作的红十
字志愿者们说。

一个求援电话

“火车站返程旅客增多，防疫压
力大，请市红十字会给予支援”。1
月25日晚，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张浩亮收到铁路上
海局红十字会打来的求援电话。放
下电话，张浩亮即与班子成员进行
了电话沟通，大家一致认为，“铁路
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也是防疫
工作的第一线，红十字会责无旁
贷。”

26日上午，上海市红十字会召
开了动员会，指出“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在疫情考验面前，
红十字会的党员先上、干部先上、职
工先上”。会后，机关党总支向全会
人员发出号召，50名党员干部及职
工报名，他们中有的爱人已奔赴武
汉防疫一线，有的及时中断外地旅
程返回工作岗位，有的已连续多日
奋战在捐赠一线……

为更好地协助铁路上海站做好
防疫工作，上海市红十字会 1月 26
日、2月 3日，先后两次在微信公众

号发布红十字志愿者征募启事，得
到热烈反响，700 余名市民报名参
加。

出口处的“逆行者”

经与上海市静安区文明办沟
通，红十字志愿者在铁路上海站三
个出口，主要负责宣传引导、维持秩
序等工作，协助做好旅客返程防疫
工作。

根据志愿者情况，在电话沟通
基础上，上海市红十字会对其中的
154 人次志愿者进行了编组，开展
了岗前培训，并筹备了必需的防护
物品。

2月5日零点开始，红十字志愿
者们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带领和共同参与下，每天分4班，陆
续到各出口，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根据安排，每个班次的志愿者
要服务 6 个小时。此时的上海，夜
里天气比较冷，交通也不方便，参加
服务的志愿者克服了诸多的困难。
有的志愿者说：“天虽然很冷，但自
己的心不冷，能为疫情防控工作尽
一点力觉得很开心。”有的志愿者
说：“也许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但众
多的‘我’可以汇聚起抗疫的‘中流
砥柱’。”还有的志愿者说：“虽然不
能到武汉前线去，但火车站也是抗
击疫情的一线。把好上海的大门，
保护好我们的城市，是我们的责任
与光荣。”

铁路上海站的志愿服务虽暂告
一个段落，但红十字志愿者们用自
己的爱心与奉献、责任与担当、无私
与无畏，筑牢了上海城市安全的关
口。

“你捐献 他感恩 我鼓励”
——山东省红十字会设立红十字关爱项目奖励血浆捐献者

■ 张春中

2 月 22 日，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向山东省红十
字会首批捐款18万元，支持鼓励山
东省内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捐献
血浆的志愿者。

此次捐赠总计 100 万元，以实
际人数为准，由华夏保险山东分公
司分批捐助。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秘书长汪洋接受捐赠并向捐
赠公司颁发捐赠证书时表示：“目前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仍然有很多，恢
复期血浆可以救治重症、危重症患
者，希望更多康复者积极捐献恢复
期血浆，为救治重症患者贡献一份
力量，让爱心接力、让生命接续。”

紧急呼吁：动员捐献血浆

“在新冠病毒感染人体后，人体
的免疫系统会产生相应的物质来抵
抗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康复之后，这
些物质依然存在于患者的血液之
中，这就是抗体。如果将含有这类
抗体的血浆输注到患者体内，这些
抗体可与患者的新冠病毒结合，进
而与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协调合作，
清除病毒，达到治疗的效果，这一疗
法被称为‘恢复期血浆治疗法’”。
山东省血液中心副主任李蓬说。

为此，山东省红十字会积极响
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关于做好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
恢复期血浆招募动员服务工作的号
召，第一时间向全省各级红十字会
下发通知，就积极做好宣传动员、捐
献爱心血浆、挽救危重生命作出明
确规定。各市县红十字会踊跃参
与，积极对接，制定方案，加强宣传，
扎实推动该项工作。

根据山东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集中救治及康复情况，结合采集工
作防护要求，山东省卫生健康委确
定省血液中心、青岛市中心血站、烟
台市中心血站、济宁市中心血站和
临沂市中心血站负责相关片区恢复
期血浆采集工作。

踊跃捐献：山东爱心涌动

烟台、潍坊、临沂、德州、滨州等
各市红十字会率先发出倡议，号召
所有战胜病魔的康复患者挺身而
出，争当“抗疫”勇士，捐出血浆，挽
救生命。

2 月 16 日下午，德州市庆云县
小伙柳奇在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区的
山东省血液中心捐献了山东省第一
例新冠恢复期血浆，他的血浆随后
将被应用在最需要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身上，为他们带来康复的
希望。

“感觉得病后给大家添了不少

麻烦，现在有机会回馈社会我很高
兴，家里人也很支持。”柳奇说。

2 月 20 日上午，烟台市的刘女
士和临沂市的郑先生先后捐献恢复
期血浆，成为山东第3例和第4例捐
献血浆的治愈患者。

更让人感动的是，郑先生还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提供的针对血浆
捐献者的 3000 元人道救助金捐赠
给临沂市红十字会，支援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

“医务工作者为了帮助我们恢
复健康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我十
分感激，捐献血浆和救助金是我应
该做的。”郑先生说。

截至目前，山东省已有 6 人捐
献血浆。莱州等地许多新冠肺炎康
复者已经明确表示，经过14天的隔
离后一定前来捐献血浆。

支持奖励：为献爱心者奉献爱心

为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肺炎康
复者捐献血浆，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山东省红十字会设立华夏保险红十
字关爱项目，为每名捐献血浆的新
冠肺炎康复者补助 3000元，以褒扬
他们在关键时期，积极伸出援手，主
动捐浆救人的感人行为。同时，华
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
司还对血浆捐献者本人及其家属免
费赠送最高100万元保额的防疫保
险。

按照规定，捐献血浆者必须为
省内新冠肺炎康复者并符合山东省
卫健委指定血站捐献要求，捐献血
浆须用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如国
家研制出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
或其他治疗方式，不再推荐血浆治
疗时，捐献者不享受奖励。具体捐
献血浆者名单由山东省卫健委关于
印发《山东省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
期血浆采集及治疗工作方案（试
行）》的通知中指定的五家血站提
供。

“为鼓励符合条件者多次捐献
血浆，“关爱项目”除对每名捐献者
奖励 3000 元，还对第二次、第三次
捐献分别给予 1500元奖励，且每人
最高不超过 6000 元。”华夏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副总经
理梁树春说。

具体奖励流程为：由山东省卫
健委指定血站向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提供新冠肺炎
康复者成功捐献血浆证明、捐献血
浆者身份证明和银行账户信息，华
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
司收到材料后三天内交给山东省红
十字会，山东省红十字会审核同意
后拨款。对于捐款余款的处理，将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用于山
东省红十字会其他人道项目。

战“疫”一线党旗红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先后派出
24 名救援队成员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
运车队，支援武汉一线疫情防控。按照统一
安排，自治区红十字会两支救援队与北京队
和上海队联合开开展工作，负责协和医院和
武汉市 120 急救中心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
务。到达武汉后，救援队召开了临时党支部
扩大会议和小组工作会议，要求党员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站好岗、履好责、严措施、细保
障，进一步增强抗击疫情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两个支部从个人防护的注意事项，隔离衣穿
脱训练，到团队纪律、工作重点、工作流程、排
班模式等，一一进行了梳理演练。

（蒙红）

红十字旗下防疫人
——奋战在江西防控疫情一线的红十字志愿者速写

■ 石泠

面对 2020 年新春这场来势汹
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江西省红十字
志愿者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有序参与到防控一线工作，为战胜
疫情奉献力量。

坚守一线的战“疫”老兵

今年是红十字志愿者、第 44届
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邹德凤在火车
站度过的第29个春节，也是最特殊
的一个春节。面对疫情，64岁的邹德
凤没有退缩，“灾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我是一名老党员，是党培养
了我，在党和国家有困难、有需要的
时候，我不能退缩，越是困难，越应该
上”。在南大四附院火车站发热筛查
点，每当旅客到站下车，邹德凤就和
医务人员一起为旅客测量体温、登记
上报、协助转运患者。没有到站旅客
时，邹德凤就到候车大厅，宣传疫情
防控知识，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帮
助。在她的感召下，南大四附院成立
抗疫运输志愿小分队，每天按时给车
站驻点医务人员送饭送防护补给，为
抗疫一线做好后勤保障。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1 月 26 日，志愿者阎志强以个

人名义发起“一起捐”，率先支持江
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发
起的“抗击疫情 赣红行动”网络众
筹项目，短短六天，参与人数达到
1566 人次，众筹爱心款 122795.16
元。他还设计制作了“镇‘疫’之
鼎”“江小红永远爱你”等抗疫公益
广告，倡导疫情期间健康生活方
式，用自己的画笔传递正能量，支
持抗疫。

巾帼不让须眉

1 月 23 日，宜春市红十字蓝天
救援队的罗旭和队友们启动了 24
小时应急备勤，从 27 日开始，市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的调度下，进入
宜春城区116个企事业单位、街道、
社区、小区开展环境卫生的消杀工
作，同时负责防疫物资的转运。截
至 2 月 14 日，全队累计出动 205 人
次，志愿服务合计达 2016小时。罗
旭和队员们每天坚守在防疫一线，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感染到家人，晚
上只能搭帐篷住在队部。简陋的房
间里，搭满了一个个小帐篷，她说：

“忙完一天，队员们沾着‘床’就睡着
了，阵阵呼声让我感到心疼。”

你安好 我无恙

红十字志愿者黄河、赖绍珍、吴

志人，是新余市红十字莲丝信使服
务中心的成员。2月7日上午，新余
市志愿服务中心在“新余有爱·志愿
服务”群里一发布“医疗志愿者招募
通知”，他们立即报名并顺利入选。

每天上午，他们穿好防护服，戴
上口罩和手套，背着50多斤重的消
毒喷雾器，进入医务人员居住的酒
店大厅和楼层进行全面消毒。下
午，他们前往实施半隔离管理的小
区开展志愿服务。一天下来，虽然
很累，他们却说：“做志愿者不愧疚，
觉得很光荣，冲在一线挑战自己，既
帮助了别人，又成长了自己。”赖绍
珍在出征前，写好了“遗书”，放在床
头柜里，上有老母，下有女儿，万一
自己被感染“牺牲”了，也要交待她
女儿，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帮助
需要的人，绝不愧对多年来从事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工作的心愿。

“你安好，我无恙”这句朴实的话，不
仅是今年春节以来最温暖最吉祥的
问候，也是红十字志愿者们的共同
心声。

谢谢您的倾听

“非常感谢你们的疏导，我会积
极配合疫情防治工作，做好自我防
护，争取隔离期满后早日回归社会。
我曾在抚州工作过，对抚州感到十

分亲切，以后有问题会随时拨打热
线。”一名已隔离8天的市民在接受
心理救援后对接线员说。

抚州市“幸福星心理关爱热线”
是由江西省心理援助与研究中心和
抚州市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关爱中
心，2019年联合开发的一条心理援
助网络电话专线，服务该专线接线
员均为持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专业
志愿者。防疫期间，热线共接听 35
次来电，帮助防疫一线工作者、被强
制隔离人员、自我隔离者等多类人
群疏导了焦虑和愤怒等负面情绪，
恢复了相对平和的心理状态。同
时，抚州市红十字心灵阳光关爱中
心志愿者苏丹老师通过网络直播，
开设了四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
疏导公益课`程，受益人群 574 人。
金溪县、南城县红十字会同步针对
隔离留观者和一线医护人员开展专
业的心理援助和小型团辅等心理活
动。

在社区、农村、医院、交通要道，
许许多多红十字志愿者，在赣鄱大
地上书写着红十字志愿者的风采。
截至 2月 17日，全省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的红十字志愿者
达 4503人、志愿服务时长 179444.5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