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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 甬红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红十字人
心系防控一线，放弃休假，全员在
岗。为保证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
行，他们安排人 24 小时轮流值岗，
接收、协调捐赠款物，进行科普宣传
等工作，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

人人坚守岗位

按照宁波市委、市政府和浙江
省红十字会相关工作要求，1 月 22
日，宁波市红十字会党组第一时间
专题研究，及时部署下发《关于认
真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在做好自
身防护的同时，采取四项措施认真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是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红十字会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二是要积极
参与联防联控，认真履行红十字会

法赋予的职责，与当地卫生健康等
部门密切配合，开展科学防控知识
宣传教育；三是要及时提供人道服
务，按照当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
一指挥，发挥红十字会在生命关爱
领域的独特作用，必要时以适当方
式开展对一线医护人员、家庭困难
病患等群体的人道关爱和慰问、救
助等工作；四是要加强值班防控报
告，明确防控工作负责人和联络
员，做好值班和有关信息报送工
作。

1月29日，宁波海关开通“快速
通关”绿色通道。当日，围海集团、
宁波旅日同乡会、香港跨境淘贸易
有限公司以及美国、日本、柬埔寨、
荷兰华侨等纷纷来电咨询、办理捐
赠手续。截至 1 月 30 日下午 3 时，
市红十字会在线办理 8 单物资捐
赠，包含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物
资，其他物资仍在陆续受理中。

为进一步方便海外爱心人士捐
赠，1月 30日上午，市红十字会、宁

波机场海关还在宁波栎社机场设立
疫情防控物资通关现场联合办公
点，以便接收个人从海外采购来的
捐赠物资。截至 30日下午 3时，已
有 2 位爱心旅客捐赠防护服、口罩
等物资，分别定向捐赠给宁波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爱心驰援克时艰

1 月 28 日，宁波市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布社会捐赠公告。作为
社会各界捐款接受及宁波市抗击疫
情所需医用耗材、防护用品等捐赠
物资接受单位，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放弃休假，全员在岗，各司其职。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款捐物纷
至沓来。

市红会收到第一笔捐赠是市净
雅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
1 万瓶消毒用品，主要用于宁波市
公共出行环境的消毒与除菌；最大

金额的企业捐款是奥克斯集团有限
公司的 1000万元善款，最大金额的
个人捐款是一对不愿透露姓名的母
子 100 万元善款，最早收到的境外
爱心人士捐款是台北市宁波同乡会
理事长毛家瑜捐赠的10万元善款；
参与人数最多的捐款是同济大学宁
波总裁班114位学员和各界人士共
同募捐的135841元。

更让人感动的是，慈溪市白沙
路街道的徐奶奶来到慈溪市红十字
会，将卖菜积攒的辛苦钱 1 万元捐
了出来；读小学二年级和上幼儿园
的一双女儿在父母的带领下，将
2000元压岁钱捐出来；慈溪桥头镇
丰潭村组织全体党员捐款，50余名
党员共募集到善款 34930 元，共同
助力肺炎疫情防控。

红十字志愿者也积极行动起
来。无偿献血明星、红十字志愿
者 张 孟 桂 将 献 血 100 次 表 彰 的
1000 元奖金捐出；江北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一顶救灾

备灾帐篷送至宁波大学医学院附
属医院，并顶着风雨搭建好帐篷，
作为发热病人的专门体温检测通
道。他们还在宁波北高速出口，
与江北区卫生健康局以及高速交
警一起，搭建体温检测点，确保在
流入源头做好防控措施；奉化区
各志愿服务团队骨干和 30 余名红
十字志愿者参加区卫健局、团区
委、区红十字会组织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相关防控知识培训，并
根据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
安排，参与该区疫情防控的辅助
性服务工作；余姚市红十字战狼
救援队组织队员对市场、巷弄等
场所进行消毒；慈溪市红十字正
源先行志愿服务队从 1 月 23 日
起，在正源大药房多个营业网点
向市民陆续发放口罩；宁海县大
佳何镇红十字会员走访 20 余家小
型宾馆，发放《酒店入住健康通知
书》1000 余份，告知相关注意事
项。

全员在岗 共同战“疫”
——浙江省宁波市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包头调运帐篷保障疫区工作

本报讯 （包红）2月 1日，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十字会紧急
调运 61 顶帐篷保障疫情社区防
控值守工作，重点用于没有警卫
室的老旧小区，保障值勤人员有
个“温馨小屋”。

张家港招募志愿者110余名

本报讯 （张红）1 月 28 日，
江苏省张家港市红十字会面向
全市招募志愿者，协助做好全市
9个卡口的车辆检测和出入人员
的体温测量工作。短短半天，招
募红十字志愿者 110余名。

嵊州红十字救援队参与抗疫

本报讯（嵊红）1月29日，浙
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派出32名队员到14个村（社
区）参与防控新型肺炎设卡值勤
和上门入户摸排。据了解，为加
强救援队员的自身防护，1 月 28
日，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邀请专
业人员以微课形式对相关人员进
行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
知识培训。

青山区宗教团体献爱心

本报讯 （青红）近日，湖北
省武汉市青山区基督教两会、青
云念佛堂、基督教东堂、南堂、永
和窑基督教堂、新贤城基督教堂、
乌素图基督教堂、二相公基督教
堂、青昆清真寺负责人来到青山
区疾控中心，将8.8万元爱心款捐
赠给区红十字会，定向用于区疾
病控制预防工作，为该区抗击疫
情战役贡献力量。

温江区首批防疫志愿者上岗

本报讯（温红）1月29日，四
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首批 68 名红
十字会疫情防控志愿者经统一培
训后走上工作岗位，分别在区内
6个高速公路出口、3个公交车站
和10个镇街卫生院等地，协助相
关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和健康宣传
等工作。

梁平区红会干部参与防疫

本报讯（李羡权）2 月 1 日，
在重庆市梁平区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统一安排下，区红十字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郑平作为驻点帮
扶干部，被派驻到复平镇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指导和督导，配合党
委、政府共同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据悉，梁平区红十字会派驻
领导干部参与乡镇疫情防控驻
点帮扶在全市红会系统尚属首
例。

雁塔区国际友人当志愿者

本报讯 （雁红）2月 3日，陕
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红十字会办公
室来了一位外国友人，他曾是巴
基斯坦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作
为交换生来到中国，看到武汉疫
情发生后，他来到区红十字会，希
望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贡献一
份力量。

高淳区红会看望防疫人员

本报讯（高红）1月28日，江
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红十字会一行
来到挂钩村漆桥街道双游村，看
望奋战在防疫工作一线的镇村干
部和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村民
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提供坚实
保障，同时叮嘱工作人员在做好
工作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身安
全，做好自我防护。

杞县残疾人捐出奖金

本报讯 （侯利平）2月 3日，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37 岁的残疾
人王六勇将自己获得的 2000 元

“最美家乡人”奖金全部捐给市
红十字会，用于家乡的疫情防
控。

藁城区93名老兵捐款抗疫

本报讯 （藁红）2月 2日，河
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退役老兵黄
军良、刘吉明来到区红十字会，代
表藁城区 93 名参加过对越自卫
反击战的老兵，捐赠善款 9300元
支援武汉抗击疫情。

寻乌县红烈士父亲捐款

本报讯（严小梅）1月30日，
四川凉山大火救火英雄古剑辉烈
士的父亲古显福主动联系寻乌县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彭家琴，捐
款3000元用于抗击疫情。

演武岗村全村捐款

本报讯（侯利平）2 月 4 日，
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朱砂镇演
武岗村自发为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捐款，全
村 604 户居民全部参与，共募捐
39616元。

本报讯 （金红）2月 3日，由法
国金华商会捐赠的 6000 个医用防
护口罩送至浙江省金华市红十字
会。市红十字会提前与金华市中心
医院、市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对接
并做好物资交接准备，物资一到，3
家单位当场接收。

法国金华商会负责任人张磊表
示，从法国采购口罩并连夜从深圳
送到金华，为了能尽快为家乡疫情
防控出力，很高兴红十字会能第一
时间将口罩发放到医院。

截至目前，金华市红十字会已
接收来自社会各界捐赠的口罩、消
毒液、隔离衣等物资14.8余万件，这

些物资均在 24 小时之内按捐赠意
愿发放至相关单位。

据了解，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尽快将
社会各界的捐赠物资送到防控一
线，市红十字会专门成立物资保障
工作小组，提前与捐赠人沟通协调，
提前办理相关手续，提前做好物资
接送准备，不断提高物资接收登记、
审批出库效率，同时指派一名党组
成员参加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
障组，专门协调物资发放调配工作，
确保物资发放高效顺畅、形成闭合
回路，实现了疫情防控物资零滞留、
零库存。

金华实现疫情防控物资零滞留

本报讯 （崔敬之）近日，为积
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给广大群众带来的心理障碍问
题，在江苏省邳州市文明办指导下，
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市心理咨询
师协会联合开展的“心理防疫的调
试与行动”项目正式启动。

受疫情影响 , 医护工作者、公
安干警和其他一线工作者精神压力
大, 疫区群众心理上也存在程度不
一的障碍和困惑。“心理防疫的调
试与行动”项目通过热线电话、微

信、QQ等方式, 为有需要的医护工
作人员、公安干警和其他一线工作
者与疫区群众进行 24 小时免费服
务。

活动开展以来，已经接受省内
外心理援助咨询 63 例。其中，湖
北、安徽、河南、贵州等省外人士求
助 6例，徐州、扬州、镇江、南通、淮
安、盐城等省内人士求助57例。心
理咨询师予耐心、科学的解答，有效
地缓解了广大群众因疫情过度紧张
导致的心理压力和精神障碍。

邳州开展心理防疫志愿服务

本报讯（李涛）1月31日，陕西
省宝鸡市千阳县红十字会来了一位
年轻的捐献者。他捐献110只口罩
后转身就走，工作人员让他留下姓
名，他脱口而出：“不写名字了，写党
员吧”。

一再追问下，才得知该捐献者
叫张建辉，草碧镇屈家湾村人，今年
29岁 ，大学毕业后在省委党校短暂
工作过一段时间，2016年入党，2018
年在西安创业，公司刚刚起步。

交谈中得知，张建辉从小在千阳
县长大，小时候家境贫寒，家乡的父
老乡亲对他帮助很大，今年春节期间
他还为村里每户家庭送上一袋大米。

谈到这次肺炎疫情，张建辉说：
“作为党员，我没有医学方面的知
识，帮不上忙干着急，口罩是平时给
员工发的，看到今年能用上，专程从
西安带了回来。”

最后，工作人员在物资收据上
写下“党员张建辉”。

我的名字叫“党员”
千阳县捐献者捐献口罩不留名

一班临时停靠的列车

本报讯 （金红）“国家有难了，
我要捐 200元钱。”2月 4日，河南省
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会孝慈志愿者
服务队队长张菊接到一位老人的电
话，执意让她帮忙在网上捐款，为疫
情防控出一份力。

打电话的老人是河南省登封市
唐庄乡塔水磨村吴家门组的盲人

“五保户”吴占国，从小双目失明，是
位孤寡老人。2016年以来，张菊作
为红十字志愿者进驻塔水磨开展志
愿服务和扶贫工作，通过“结伴同行
脱贫路”等爱心活动，多次上门看

望、帮助吴占国，转送给他来自社会
各界爱心捐赠的电暖气、米面油、毛
毯等物资，平日里老人的日常生活
开支、医疗费用等也都由政府承担，
因此，老人一直感恩在心。

考虑到老人自身的情况，张
菊婉拒了老人的捐款。没想到，
吴占国态度很坚决，说：“不行，你
不收不行。平时政府和你们对我
很关心，现在国家有难了，我必须
出份力！”

老人的一番话，让张菊非常感
动。很快，受吴占国之托，塔水磨村

吴家门组队长吴建峰就把饱含老人
爱心和情义的200元钱通过微信转
给了张菊，张菊把这 200 元善款捐
到了依托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在腾
讯公益发起的“防控疫情金水在行
动”网络一起捐子项目。

“对于普通人来说，200元也许
不够买一件衣服，去一顿餐馆，可对
一位山村盲人老大爷来说，200 元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呀！这是一份真
挚的信任和感恩！”得知此事，金水
区红十字会副会长张红丽感动地
说。

“国家有难，我要捐钱”
登封“五保”盲人大爷为抗疫捐款

本报讯 （南红）2月 3日，江西
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向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定
点医院——南城县人民医院转交

疫情防控善款仪式在县行政中心
举行。

县红十字会按照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统一调度，将善款 100 万

元汇入县人民医院指定账户，此批
善款将用于该医院采购呼吸机、隔
离服、医用口罩等防护用品及消杀
用品。

南城县转交善款至肺炎医治定点医院

本报讯 （曜阳）为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协
助地方党委政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
心向曜阳养老志愿者发出4点倡议。

倡议书提出，一要积极参与地
方疫情防控工作。贯彻落实党中央
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在地方
党委政府的具体组织指挥下，发挥
自己专长，主动报名参与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协助做好疫情信息收集、
进出人员体温测量、人员矛盾化解
和公共环境卫生维护等工作。二要
协助照顾城市社区困难老人。主动
关心城市社区的高龄老人、独居老
人、失能半失能及其他困难老人，留
意他们的身体情况，协助社区做好
日常生活照料，积极主动代买代购

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帮助测量体温
以及做好房间消毒及其他必要工
作。三要主动关心农村地区困难老
人。在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村
委会的组织指挥下，组建疫情防控
养老志愿服务队，为农村地区的高
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
及其他困难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
生活物资运送、食物制作、衣物清
洗、环境清理与消毒等疫情防控和
生活帮助。四要理性准确传播疫情
防控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不在网络、朋友圈和微信群等随
意发布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为身
边亲友作出良好示范，为疫情防控
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如发现身边
人有散布不当不实疫情消息时，请
及时劝阻，必要时应向有关部门报
告。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向曜阳养老志愿者发出倡议

2020 年 1 月 28 日，农历正月
初四，对90后中医马陆涵来说，是
个特别的日子——准备数月的惊
喜原定在这天上演。钻戒、鲜花、
一张通往安徽的车票、一场筹备
已久的求婚仪式，分隔两地的爱
人正在满怀期盼地等待着这一天
的到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打破了这个原定的美好计
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日趋严峻，1月27日，江苏省南
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红十字会面
向社会各界召集志愿者，参与这
场无声的战“疫”。

离正月初四只有 1 天了！一
边是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边是素
昧平生的陌生人，这似乎是一场
不言自明的抉择，但小马却停下
了脚步。大家和小家，大我和小
我，摆在这个年仅24岁的男孩子
面前，他一夜之间长大了。小马
联系街道红十字会说，“我志愿加
入谷里街道红十字会志愿者队
伍，作为一名医者，冲在守护群众
生命的第一线，是职责更是本能，
我相信身为幼师的她一定会理解
支持我的。”

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小
马选择让通往自己人生幸福的列

车暂时停靠，他暂别亲人和家人，
义无反顾地走向同事和战友。他
脱下熨烫整齐的西装，穿上密不
透风的隔离服；放下怀里紧捂的
钻戒，套上厚厚的一次性乳胶手
套；搁下手中的玫瑰，拿起体温
枪。

通往幸福的列车只是暂时停
靠，它的目的地并未更改。相信
在打赢这场无声的抗疫战争后，
小马将载着更多人的美好祝愿，
成为一个更加坚强的勇士，坚定
地走向心爱的姑娘。

图为马陆涵为来往人员测量
体温 。 谷红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