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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玄武区 1 月 26 日，江苏省
南京市玄武区红

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120户社区困难群众送上11万余元
慰问金及食用油，并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

镇江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
红十字爱心家园团队

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40余户
特困户送温暖，每户发放20斤米、5
升油、1床棉被，以及 600元到 1000
元不等的慰问金。

张家港 近日，江苏省张家
港市红十字会启

动“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面向
全市 1000户困难家庭，各区镇红十
字会组织会员和志愿者进行走访慰
问，发放救助金、慰问信、春联等，同
时开展各项志愿服务。

溧阳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
溧阳市红十字会组织

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困难群众送去大米、食用油、棉被等
生活必需品。活动共发放了250袋
大米、276 桶食用油、70 床被子，共
计价值2.83万元。

东台 近日，江苏省东台市
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备

灾救灾中心举行“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物资发放活动，向有关镇区红十
字会、博爱家园社区、红十字门诊等
单位分发了棉被、色拉油、大米等慰
问物品，用于节前慰问受灾、重病、
特困或伤残致贫家庭。

温州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
红十字会连续第 21年

开展“情暖温州 博爱送万家”活
动。慰问对象包括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无偿献血者、人体器官（遗
体、组织）捐献者困难家庭，贫困两
癌妇女，民工子弟学生、特困学生、
留守儿童，因灾、因病、低收入困难
家庭或受疫情影响的困难家庭，受
寒潮天气影响的一线人员，为红十
字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爱心人士
及其亲属等。

绍兴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
红十字会启动“博爱

送万家”活动，已累计慰问 290 户，
发放慰问金 33.5万元，投入物资累
计价值1.5万元。

建德 1月27日，浙江省建德
市红十字敬老助残协

会“雷锋”志愿服务小分队来到偏远
农村的下涯、梅城、三都等乡镇，为
当地散居特困老人送去过年春联、
保暖新衣、慰问金等物品。

上城区 近日，浙江省杭州
市上城区红十字

会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走访慰问了望江街道共 30 余户困
难家庭，为他们送上油、米等慰问
品。

洞头区 1 月 28 日，浙江省
温州市洞头区红

十字会开展“情暖洞头·博爱送万
家”活动，区红十字会工作组前往霓
屿、元觉等地开展慰问困难学生活
动，为他们送去棉服、绒衣裤、防疫
健康包等，带去春节的慰问和祝福。

黄岩区 1月 28日至 29日，
浙江省台州市黄

岩区红十字会深入茅畲乡、平田乡、
富山乡等地开展“情暖橘乡·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慰问山区 90 户
困难家庭，发放款物价值约5万元。

德清 1月26日，浙江省湖州
市德清县红十字会支

部党员干部冒雨奔赴各镇（街道）开
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主题党日活
动。活动以帮扶助困、脱贫攻坚为
主要目标，为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
送去新春祝福和米面油等慰问品。
活动共慰问 226 人，发放慰问金
33.9万元。

秦皇岛 1 月 28 日，河北省
秦皇岛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来到市妇幼保健院困难
职工胡建军家中，送去装满米、面、
油等生活用品的红十字家庭箱和救
助金。

乌兰察布 1月28日，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红十字会在集宁区举行
2021年“博爱一日捐·温暖千万家”
活动启动仪式，为社区贫困群众现
场发放棉衣、棉被、面粉等慰问物
资。

通辽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红十字会深入

奈曼旗东明镇东奈林村慰问贫困
户，为他们送去价值1.9万元的暖心
物资。

科左中旗 1月26日，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

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红十字会开展
“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172 名环卫
工人送去了 344 袋面粉、172 桶油，
价值2.9万元。此后，活动还将惠及
全旗231户新脱贫户、242户扶贫监
测户、197户贫困边缘户，以及部分
街道特困居民和抗战老兵。

和林县 1 月 28 日，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和林格尔县红十字会启动 2021

年“博爱送万家，人道送温暖”活动。
活 动 共 发 放 2727 袋 面 粉 ，价 值
29.97 万元，用于救助各乡镇、单位
因病因灾和突发事件致贫的农户及
困难职工。

乌中旗 近日，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中旗红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
家，人道送温暖”主题活动。活动为
12 个苏木镇（场）350 户困难群众，
发放慰问品价值10万余元，受益群
众1000余人次。

兴安盟 1 月 27 日，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红

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家”系列活动
之大病职工救助活动。此次活动救
助了24名符合条件的职工，发放救
助金额共计6.6万元。

达茂旗 1 月 26 日，内蒙古
自治区包头市达

茂旗红十字会组织党员干部和帮扶
责任人深入石宝镇、小文公乡，结合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对帮扶
脱贫户进行回访，在送去温暖的同
时，进一步了解群众脱贫后的生产
生活情况。

达州 1月27日，四川省达州
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

健委、市疾控中心，深入到渠县涌兴
镇康复医院，看望麻风病患者，为他
们送去 400 元慰问金及大米、食用
油等生活物资和预防流感的药品，
还慰问了两名基层麻风病防治工作
人员。

隆昌 1月27日，四川省内江
市隆昌市红十字会开

展2021年“博爱送万家”系列活动，
和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起走访慰
问麻风病、结核病治愈患者，并送上
新年祝福。工作人员深入古湖、圣
灯、响石、胡家等街镇的治愈患者家
中，为他们送去棉被、食用油、大米
等慰问品。

游仙区 1 月 26 日，四川省
绵阳市游仙区红

十字会正式启动“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慰问 106 户困难群众，主
要涉及遗体器官捐献家属、麻风病
患者、受灾群众、孤寡老人、残疾人
员和贫困家庭等困难群众。

濮阳 近日，河南省濮阳市
红十字会启动 2021年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市红十
字会共筹集暖包400个（包含大米、
面粉、食用油、毛毯、棉衣、棉被等），
将为400个家庭带去党和政府的温
暖与关怀。

安庆 1月27日，安徽省安庆
市红十字会工作组走

访慰问安庆社会福利院，为他们送
去奶粉、旺旺大礼包、米、油等慰问
品。活动期间，市红十字会还走访
慰问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及其亲
属、志愿者代表和困难志愿者，为他
们送上慰问金和家庭箱。

亳州 1月27日，安徽省亳州
市红十字会工作组一

行走访慰问捐献者家庭，为 3 户家
庭送去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黄山区 1 月 28 日，安徽省
黄山市黄山区红

十字会开展 2021年“红十字博爱送
万家”活动，分批次走访慰问全区
500 余户困难群众，为他们送上装
有米、面、油等慰问物资的“红十字
博爱包”和棉被。

泉州 1月27日，福建省泉州
市红十字会联合南安

市红十字会、霞美镇党委，在南安市
霞美镇金山村举办 2021年“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慰问活动启动仪式。
与会人员分别走访慰问了金山村两
户困难家庭，为他们送上新年的问
候 与 祝 福 。 2021 年 ，全 市 筹 集
87.66 万元，拟对 1663 户困难群众
进行慰问。

芗城区 近日，福建省漳州
市芗城区红十字

会在芗城区开展 2021年“博爱送万
家”活动，共发放救助金 2.12万元，

救助物资53份，价值近万元。为癌
症及各类重疾患者每人救助 1000
元补助金。

南昌 1月20日，江西省南昌
市 2021 年“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正式启动。爱心企
业代表、部分受助单位及受助贫困
村代表、县区红十字会代表参加活
动，向13个贫困村发放温暖箱等慰
问物资。

新建区 近日，江西省南昌
市新建区红十字

会帮扶干部对6户困难家庭进行走
访慰问，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并为他
们送上新春慰问品。

武宁 1月29日，江西省九江
市武宁县红十字会在

豫宁街道办樟树下社区举行“红十
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物资发放仪式。
县红十字会自筹资金购置 80 件棉
衣、260床棉被，连同省市红十字会
下拨的家庭温暖箱在春节前分别发
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临川区 1 月 28 日，江西省
抚州市临川区红

十字会在临川区孝桥镇斗门村启动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送温
暖活动，向斗门村发放红十字温暖
箱和棉被扶贫救助物资。

吉安 1月27日，江西省吉安
县红十字会联合爱心

企业富德生命人寿吉安中心支公司
走进万福镇余家村委会桥头村开展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为全村
150户500余人送上慰问品。

南丰 1月29日，江西省抚州
市南丰县红十字会启

动 2021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县
红十字会组织 15名志愿者，分 3组
深入各乡镇和社区，为70余户困难
家庭送上价值4万余元的物资。

会昌 1月28日，江西省赣州
市会昌县红十字会联

合县皮防所，来到麻风病患者集中
供养地右水乡梅丰村，为他们送去
生活物资和14个温暖箱。

贵港 1月27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贵港市红十字会

在桂平江口镇开展“红十字博爱送
万家”和疫情防控宣传活动。活动
惠及江口镇20户贫困户，每户发放
棉被、棉衣、大米、面、食用油、糖等
生活必需品。

东莞 1月26日，广东省东莞
市红十字会携手黄江

镇委镇政府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向黄江镇社区代表送上慰
问物资及慰问金。

临沂 1月29日，山东省临沂
市 红 十 字 会 工 作 人

员、志愿者赴兰山区柳青街道警察
花园小区开展党员社区“双报到”春
节博爱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福山区 近日，山东省烟台
市福山区红十字

会联合多方力量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无偿献
血志愿者、红十字基层组织及社区
困难群众送去慰问物资价值8.09万
元，近300名困难群众受益。

利津县
1 月 28 日，山东省
东营市利津县红

十字会工作组赴明集乡玉皇庙村走
访慰问，为困难群众送去 1600元慰
问金及温暖箱、面粉、食用油等生活
物资。

长春调拨防疫物资驰援公主岭
本报讯 （长红）1 月 29 日上

午，吉林省长春市红十字会将省
红十字会调拨的 6000 只口罩、
200套防护服和吉林省盛仕物流
有限公司捐赠的 1万只KN95口
罩调拨至公主岭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公主岭市红十字会），助力公
主岭市疫情防控工作。

西安企业捐赠物资关爱防疫人员
本报讯（西红）1月28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联合西安依
巴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众
志成城，共抗疫情”依巴特乳业红
十字博爱送温暖爱心大礼包关爱
西安急救中心抗疫人员物资捐赠
仪式。该公司向西安急救中心捐
赠了价值 49.6万元的驼奶饼干、
纯骆驼奶粉、驼奶皂、乳酸菌驼乳
粉等驼乳制品各 500 份，关爱一
线抗疫人员。

合肥召开白血病救助评审会
本报讯（汪大佳）1月28日，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红 十 字 会 召 开
2021 年“博爱庐州”白血病救助
评审会，市红十字会、市审计局、
市财政局、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
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介绍了2020年申请救助的4
名患儿基本情况，资金筹集情况
及救助金管理使用办法、救助程
序等。经与会评委审核，一致同
意按照项目救助标准给予救助，
总计 14 万元，并按规定进行公
示。

秦皇岛市精准救助大病群体
本报讯（秦红）1月27日，河

北省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来到秦皇岛军工医院，看望刚做
完双侧股骨头坏死置换手术的困
难患者胡艳琴。秦皇岛市红十字
会、秦皇岛军工医院于 2021 年 1
月联合开展“困难股骨头坏死救
助项目”，救助单侧股骨头坏死患
者 8000 元、双侧 16000 元。胡艳
琴是此合作项目第一例受益者。

彬州成立红十字海森应急救援队
本报讯（马娟）1月27日，陕

西省彬州市红十字海森应急救援
队成立。仪式结束后，救援队进
行了现场消杀演练和应急演练，
充分展示了应急救援队的专业水
平。

娄底为社区居民宣讲防疫知识
本报讯（彭润英）1月28日，

湖南省娄底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第
二党支部与市红十字会、街心社
区联合开展2021年度第1次主题
党日暨“党员进社区，爱心护小
苗”活动。市红十字会救护师资
为社区居民宣讲新型新冠病毒肺
炎防疫抗疫知识和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理。

盐城成立“爱心妈妈慈善基金”
本报讯 （王蕙 魏惠）1 月

28日，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和
盐城南洋国际机场举行携手共建
暨“爱心妈妈慈善基金”设立仪
式。活动现场组织募捐，所募善
款将用于资助困境儿童、困境大
学生。

镇江接收疫情防控捐赠物资
本报讯（镇红）1月28日，江

苏省镇江远方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通过镇江市红十字会向市卫健委
定向捐赠5万只口罩，其中KN95
口罩 1万只、一次性口罩 4万只，
价值2.4万元。

永丰企业捐赠物资助力防控
本报讯（姜文韬）1月28日，

江西狼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吉
安市永丰县红十字会捐赠 15 万
只一次性医用口罩。该批物资将
按照捐赠方意愿，发放到环卫、公
交、车站及部分乡镇和学校，用于
支持一线人员抗疫工作。

高邮为春蕾班学生送温暖
本报讯（高红）1月27日，江

苏省扬州市高邮市红十字会、市
妇联走进卸甲镇八桥中心小学举
行“红十字春蕾班”爱心捐赠发放
仪式，为该班 40名儿童送上 2万
元助学金及学习用品。

台州设立“幸福同行”公益项目
本报讯（台红）1月27日，浙

江省台州市幸福来商贸有限公司
向市红十字会捐献价值 10 万元
的爱心物资，设立“幸福同行”公
益项目。该批物资用于台州市红
十字会“红十字博爱送万家”及爱
老敬老、生命关爱等活动，救助关
爱困难群众及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
困难家庭等群体。

■ 匡传益 黄军

“杨书记，你来了吗？记住多带
点‘小红本’（红十字会会员证），村
里还有好多人要加入红十字会。”听
说贵州省红十字会驻村第一书记杨
帆要来串寨，一大早，黔东南州黎平
县上黄村下兰自然寨组长黄承敏就
打来电话反复叮嘱。

上黄村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村
寨，95% 以上的村民是侗族，寨子
散、道路崎岖、贫困人口多，是贵州
省黎平县出名的大村穷村。然而，
上黄村偏远深山里的下兰自然寨，
竟有61%的家庭加入上黄村红十字
会，成为会员和志愿者，是远近闻名
的“红十字新村”。

什么原因让下兰寨成为远近闻
名的“红十字新村”？

是省红十字会真金白银的真情
帮扶，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和信任；是
红十字人举办的系列宣讲会和活
动，让红十字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红十字新村”的出现，为新发
展阶段贵州省红十字会的农村工作
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

驻村书记“手牵手”帮扶

“今年雨季，孩子们上学放学不

用家长接送了。”望着正在修建的偶
洞踏水桥，每年雨季都在桥上执勤
的上黄村治保主任吴国怀开心地
说。

贵州省红十字会启动帮扶上黄
村工作后，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
所需，积极协调澳门特别行政区红
十字会重建偶洞踏水桥，待该桥竣
工后，困扰上黄村 1300余名群众的
过河难题将不复存在。

上黄村的变化，要从 2019 年 5
月说起。省红十字会帮扶点调整至
此，举全会之力开启扶贫之旅。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帮
扶单位，省红十字会先后协调投入
109.4万元，在上黄村新建红十字健
康文化广场，整修停车场、垮塌路
面、灌溉水渠等。

另外，省红十字会还协调援建
简易厕所，协调爱心企业捐赠0.8万
元消防器材，举办应急救护培训暨
演练活动，全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短板，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群
众的生产生活。

同时，省红十字会还投入 53.5
万元用于发展当地泥鳅特色养殖产
业，实现产业脱贫。

除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产业脱贫，省红十字会还对困难户

送去真情和关爱。
“杨书记，你看尹秋莲书记送给

我的新棉衣好看不？”吴之莲是上黄
村有名的困难户，也是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尹秋莲的“一
对一”帮扶对象。在尹秋莲的带动
下，省红十字会先后对全村未脱贫
户、低保户、老党员、建档立卡贫困
户党员、大病贫困户、残疾户入户慰
问，共计走访350余人次，向每户赠
送价值500元的红十字家庭包和棉
被。

据统计，省红十字会先后为上
黄村引进款物价值 290.98万元，其
中资金82.94万元、物资29.04万元、
项目建设投资179万元。

乡村走上“振兴路”

“终于有个安全的地方跳舞
了！”上黄村村民吴永英高兴地说。
上黄村红十字健康文化广场（应急
避难场所）修建前，多数村民茶余饭
后的活动就是打麻将。广场竣工
后，村民不但有了打球、跳舞、晒谷
子、停车的地方，还可以举办一些重
大活动。

上黄村红十字健康文化广场
（应急避难场所）是贵州省红十字会
“博爱家园”实施项目之一。针对上

黄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发展短板，省
红十字会 2020 年批准其成为省财
政支持的博爱家园项目点。

成立上黄村红十字会并选举产
生领导班子；招录会员118人、志愿
者 80 人；新建红十字服务站、红十
字健康文化广场；设立15万元生计
金发展香芋种植产业；打造 198 亩
上黄村精品水果采摘园红十字励业
帮扶基地……各种帮扶项目紧张有
序地一一落地。

不但如此，省红十字会还开展
“上黄村重阳节系列文化活动”，推
动上黄村红十字会招募会员和志愿
者，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上黄村红十
字医疗志愿服务队、文艺志愿服务
队、养老志愿服务队3支队伍。

“博爱家园”项目的落地，助推
上黄村脱贫走向乡村“振兴路”。

走村串寨宣讲“红十字”

“红十字会在村里很有号召力，
否则在这么冷的天，走两三公里路，
哪有那么多人来参加活动啊！”上黄
村村民吴光卫的话，让围坐一旁的
其余村民笑着连连点头。他们都是
赶来参加上黄村 2020 年应急救护
培训暨传统村落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会的普通村民。
培训现场人头攒动。按照预

算，原计划在 3个自然寨培训 80名
村民，但培训现场人数却多达 190
余人。

“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因为红十
字会的帮扶提高了村民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同时与红十字会精神的深
入宣传分不开。”杨帆说。

2020 年 7 月至 9 月，杨帆带领
宣讲组走遍上黄村12个自然寨、15
个村民小组，举办11场红十字运动
及“博爱家园”项目基本知识走村串
寨系列宣讲会，培训村民511名。

“一次次宣讲，就跟走村串寨的
小贩一样，不同的是小贩卖的是产
品，而我们宣讲的是红十字故事和
精神。”杨帆说。考虑到村民日出而
作、归来已晚的实际情况，为充分提
高宣讲会群众参与率，每一场宣讲
会都定于晚上 20 时举行。宣讲结
束，大地已沉睡，陪伴归途的只有虫
鸣声和车轮声。

辛勤劳动必有收获，红十字精
神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下兰自然
寨 61%的家庭加入红十字会，一个

“红十字新村”在侗乡山寨悄然出
现。

“红十字新村”走上“振兴路”
——贵州省红十字会帮扶黔东南州上黄村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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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浙江省建德市红十字敬老助残协会“雷锋”志愿服务小分队为偏远农村散居特困老人送温暖 （宁文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