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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上接一版）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现有志愿者 300 余人，
每年培训救护员 2000 余人次，自
2010年以来累计培训救护员达 2.2
万人次。志愿服务队固定每个月最
后一个星期的周六下午开展4个小
时的公众科普活动，自 2017年来普
及 200 多场次，影响人数 2.6 万多
人；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进社
区、进军营、进警校、进企业、进商场
等活动，普及影响人数达超过12万
多人。

德州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以退
伍军人为骨干，与德州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德州市公安消防支
队实现了勤务联动。共执行安保任
务 158次，溺水打捞救援 219次，搜
寻走失人员 487 人次，进学校宣讲
289 次，参加武汉抗击疫情任务 2
次，总服务时长85874小时。

企事业单位：危难时刻显身手

鲁南制药集团弘扬“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长期致力
沂蒙老区人道事业发展，真心服务
群众，面向全国，积极践行沂蒙本土
企业人道公益社会责任。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鲁南制药集团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先后向省内外各级红十
字组织捐赠抗击新冠肺炎急需药品
和物资价值达 7200 余万元，荣获

“中国红十字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特殊贡献奖”。集团还成立红
十字志愿者团队，积极参与捐资助
学，与社区的养老院结成对子，定期
进行帮扶。

日照市中心医院建有日照市应
急救护培训基地和东港区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目前已经完成了 2 期共
92名救护员的培训，合格率 100%。
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义诊活动 20 余
次，免费为2千余名社区、农村居民
进行健康检查、健康咨询，利用义诊
活动发放常见急救知识手册、造血
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等宣传资料
2000 余份。组织医务及职能科室
人员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开展应急
救护现场教学5场，深受群众好评。

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每年按
时缴纳团体会费5万元。自2012年
始，在滨州市红十字会支持下开展

“眼底病光明工程”，8 年来累计救
助 470人，救助费用达 170余万元，
惠及滨州市多个县区的贫困眼底病
患者，项目的实施、服务和宣传得到
了患者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此外，医院还开通班车免费接
送专线12条，涵盖滨州及周边地市
130 多个乡镇，累计为患者节省车
费 2000 多万元，十几年间，医院救
助贫困患者达 2 万余人，为患者节
省费用3000多万元。

合肥新增1241套AED
本报讯 （庐红）日前，安徽

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2021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
工作方案》，确定今年实施 20 件
为民办实事事项，其中一项为在
人员密集场所增设自动体外除颤
仪（AED）1241套，将继续由市政
府投资，市红十字会牵头实施。

南昌召开年度工作部署会
本报讯 （南红）2月 2日，江

西省南昌市红十字会召开年度工
作部署会。会上，各县区红十字
会汇报了 2021年工作思路，会机
关各科室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围绕
2021年工作目标及重点任务，提
出了工作举措和要求。

瑞安支援海外侨胞共同抗疫
本报讯 （瑞红）2月 3日，浙

江省温州市瑞安市红十字会举
行“情暖海外侨胞，共同抗击疫
情”首批支援海外侨胞捐赠仪
式，市红十字会购买首批 100 份
价值 2.1万元的中药方剂将通过
意大利中部瑞安华侨华人总会
发放到在意瑞籍侨胞手中，传达
家乡人民的关心、问候及新春美
好祝福。

梁平区开展防疫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李羡权）2月 4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组织区博
爱志愿服务大队志愿者深入社区
等公共场所，开展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活动，引导社区居民和返乡
人员正确认识当前形势，遵守相
关规定，自觉做好自我防护措施，
平安健康过好新春佳节。

泰州“天明公益金”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 （钱荷芳）近期，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联合爱心企
业江苏天明电梯有限公司设立的

“红十字·天明爱心公益金”向 17
位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红十
字·天明爱心公益金”于 2015 年
设立，至今资助贫困学生 161 人
次，发放助学金46.41万元。

和林县开展入户帮扶工作
本报讯 （和红）2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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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包扶
村羊群沟乡石咀子村开展入户帮
扶工作，深入帮扶户进行春节慰
问、宣讲扶贫政策等，进一步强化
帮扶措施，助力脱贫攻坚。

丹东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丹红）近日，辽宁

省丹东市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志
愿者冒着严寒走向街头、社区、学
校、商铺、献血屋、火车站、客运站
等地向市民、旅客、车站服务人
员、学生、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
外卖员、快递员等发放医用口罩
活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并发放
市红十字会自行编印的《居民疫
情防控及应急救护手册》，宣传防
控知识。

高邮成立救护师资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高红）2月 2日，江

苏省扬州市高邮市红十字会成立
市红十字救护师资志愿服务队，
由 17 名取得省级救护师资证书
的师资组成。该服务队将努力提
升使应急救护培训工作质量，为
加快平安高邮、健康高邮建设步
伐做出积极贡献。

新建区成立首个社区红十字会
本报讯 （新红）2月 4日，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正大社
区组织召开社区红十字会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标志着新建区第
一个社区红十字会正式成立。会
议选举产生了正大社区红十字会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召开了一
届一次理事会议。

碑林区政务大厅安装“救命神器”
本报讯 （碑红）2月 4日，陕

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安装了西安市福彩公益金资助
的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这
是碑林区第一台由红十字会安装
投放的AED。

蒲江回访爱心企业和个人
本报讯 （蒲红）2月 5日，四

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回访了 15 家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为他们送去市
红十字会颁发的“人道奖”“博爱
奖”“奉献奖”证书和县红十字会
感谢信，对他们雪中送炭的义举
表示感谢。县红十字会还与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进行座谈交流，
向他们反馈社会捐赠款物接受使
用情况，收集对红十字工作的意
见建议。

■ 孙虎

“我想参加救护培训”“我愿孩
子考试有个好成绩”“愿父母的身体
越来越好”……这是陕西省渭南市
合阳县金水社区红十字会许愿墙
上贴出的一句句暖心愿望，每一句
都让家的温馨盈满心底。

社区红会服务社区群众

金水社区党总支书记孙向红介
绍，社区红十字会成立于 2017 年 9
月，38名社区红十字志愿者为79个
居民小区的21个网格、14条居民巷
道、8885户24824名居民提供服务。

轮椅、血压计、温度计，棉衣、棉
被、米面油，一份份爱心礼物被记录
在一张张照片里，这是红十字志愿

者看望慰问弱势群体的真实画面。
幼儿园、敬老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到处都有红十字志愿者的身
影。志愿服务走到哪里，红十字的
旗帜就飘扬到哪里。

社区红十字会成立 3 年来，多
次获得各级表彰和赞誉。社区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被陕西省渭南市红十
字会评为市级优秀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1 名志愿者在首届陕西省应急
救护进社区知识竞赛中夺得一等
奖；江苏省红十字会借力苏陕扶贫
协作平台，多次推荐镇江等地红十
字会就城市社区红十字会工作来金
水社区学习。

金水社区在“世界急救日”“世
界红十字日”等重要纪念日向群众
普及红十字知识，不定期组织红十

字志愿者在社区人员密集的场所开
展心肺复苏培训，增强居民群众自
救互救的能力。

志愿服务走进街头小巷，开展
宣传、咨询、急救知识培训等活动，
为群众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红十字知识手册》、造血干
细胞捐献宣传画等。

动员社区群众参与志愿服务

“老党员也是党员，不要看我年
龄大，我也能为疫情防控尽绵薄之
力。”城关街道办金水社区关工委副
主任、雅静园小区党支部书记、红十
字志愿者王俊法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81 岁的王俊法主动亮身份、战疫
情。工作之余，他还编写了朗朗上

口的防疫诗词，扩大防疫宣传效果，
凝聚防疫正能量。

金水社区红十字会通过基层党
组织对“三无”老人、18 岁以下孤
儿、贫困学生、贫困精神病患者等人
员进行摸底调查，联系爱心人士对
接帮扶 20余户，筹募捐赠款物 1万
余元。

社区红十字会定期组织志愿者
深入群众家中，为困难家庭、行动不
便的弱势群体上门服务，讲解各类
扶贫政策、健康知识、生活小常识、
传染病防治知识、救护知识等，累计
开展上门服务 200 余次，服务群众
3000余人。

社区红十字会采取进家门、问
家需、解家忧、结家亲与网格居民家
庭逐一“认亲”，针对重点家庭每周

上门“探亲”。粮食局小区孤寡老人
胡文景、西池巷残疾人张晓燕、吉祥
村小区困难少年刘子扬3个特殊家
庭中经常能看到红十字志愿者的身
影。渭南电视台东秦百姓栏目对此
进行了专题报道。

“抓好城市社区红十字会工作，
必须做到有方案、有人抓、有阵地、
有牌子、有制度、有设备，才能有成
效。我们细化工作流程，明确工作
任务，建立专用台账，打造社区优质
服务平台，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落实到我们工作的点点滴
滴。”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红十字会
理事、合阳县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
马晓红讲出了抓好城市社区红十字
会工作的感悟。

金水岸边飘扬红十字旗
——记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城关街道办金水社区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驻外大学生团工委组织在
响大学生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图为响水县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正
在为大学生进行头部包扎教学。

（孙德誉）
这个寒假有收获

深圳 2 月 5 日，广东省深圳
市红十字会举行“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关爱慰问器官捐
献家属及红十字志愿者活动，现场
发放新春慰问礼包，10余名捐献者
家属及志愿者参加活动。

珠海 2 月 3 日，广东省珠海
市红十字会联合广东

省陈绍常慈善基金会开展 2021 年
春节“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敬老慰问
活动捐赠仪式。活动现场，广东省
陈绍常慈善基金会向珠海市红十字
会捐赠价值30万元的款物，定向用
于“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呼和浩特 2 月 2 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红十字会启动“温暖青城·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市红十字会
向部分困难家庭发放了价值 56 万
元的慰问物资和15万元慰问金。

淮安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
县（区）两级红十字会

组织理事参与“博爱送万家·理事送
温暖”活动，将430余万元爱心款物
陆续送到城乡各地，惠及1.4万户困
难群众。

高淳区 2月1日，江苏省南
京市高淳区红十

字会工作组来到固城街道秀山村、
漆桥街道漆桥村，走访慰问大病困
难家庭，为他们送去慰问金。

溧水区 2月4日，江苏省南
京市溧水区红十

字会携手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走进和凤镇毛公埔社区、
孙家巷社区开展“博爱送万家”春节
慰问活动，为困难居民送上慰问金
和食用油、被子等爱心物资。

泰兴 春节前夕，江苏省泰
兴 市 红 十 字 会 开 展

“博爱送万家”活动，送温暖、送家
风、送安全、送健康、送阅读，以实际
行动把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关爱送到千家万户。

丹阳 2 月 3 日，江苏省镇江
市丹阳市红十字会慰

问组来到吕城虎墅村慰问 50 户困

难群众，送上大米、食用油等物品，
为他们提供健康检查、用药指导等
服务。

灌云 2 月 3 日，江苏省连云
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

召开 2021 年“博爱送万家”工作会
议。会议通报了 2020 年县红十字
事业发展情况，并详细介绍了 2021
年春节“博爱送万家”活动方案。

海陵区 2月3日，江苏省泰
州市海陵区红十

字会深入城南街道开展“一助一”帮
扶活动。工作组分别上门看望、慰
问帮扶对象，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
求，并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宁波 2 月 3 日，浙江省宁波
市红十字会工作组开

展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走
访慰问活动，向“最美红十字救护
员”代表、“宁波市红十字光明天使
项目”救助对象等送上慰问品和慰
问金。

鄞州区 2月4日，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红十

字会 2021 年“情暖鄞州·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走进东柳、明楼街
道，实地走访困难家庭，送去救助金
和救助物资。该活动筹集人道救助
金40.3万元，惠及困难家庭400户。

鹿城区 近日，浙江省温州
市鹿城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兵分3路赴蒲鞋市街道
横河社区、松台街道、双屿街道、广
化街道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因病致贫家庭
等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祝福。

越城区 近日，浙江省绍兴
市越城区红十字

会工作组开展“博爱送万家”慰问活
动，为全区 17个镇街的 878户困难
家庭、23 位麻风病休养员、18 位困
难学生、37位困难教师和50位环卫
工人送上共计84.6万元慰问金。

西双版纳 近日，云南省
西双版纳州红

十字会携手州公安局、州委党校、州
委老干部局等曾于2020年“99公益

日”期间参与“博爱西双版纳行”之
“一份有温度的年货，一个暖心的春
节”项目筹款活动的 80 余家单位，
走访慰问建档立卡户、失独家庭、生
活困难等群众，给他们送上“博爱西
双版纳行”项目春节送温暖家庭礼
包。活动发放 646 个家庭礼包，价
值19.38万元，2500余人受益。

曲靖 2 月 5 日，云南省曲靖
市红十字会党支部深

入竹基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
20 户农村老党员、10 户“五保户”、
30户挂联户发放棉被等慰问品。

临沧 2 月 4 日，云南省临沧
市红十字会工作组到

临翔区忙畔街道慰问环卫工人困难
家庭和生活困难群众。2021年，临
沧市红十字会筹集款物 77.91万元
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永平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永平县红十

字会深入到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
为全县 535 户深度贫困群众、孤贫
儿童、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送去价值15.51万元的大米、食
用油等物资。

全州 2 月 5 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红

十字会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开展“博
爱送万家”活动，看望慰问了咸水镇
人和村的 35 余名脱贫户，送去棉
被、棉衣、牛奶等物品和节日祝福。

前锋区 2月 1日至 2日，四
川省广安市前锋

区红十字会和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
队组织开展“红十字博爱送温暖”活
动，将30个“家庭包”逐一送至辖区
贫困居民手中。

南安 近日，福建省南安市
红十字会开展“送温

暖献爱心结对共建”活动。市红十
字会党支部带领红十字文化宣传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分别深入溪美街
道长兴社区、仑苍镇园美村进行走
访慰问。

鲤城区 近日，福建省泉州
市鲤城区红十字

会组织开展“红十字博爱送温暖”活
动。活动惠及 100 户困难家庭，共
发放慰问金10万元。

鞍山 近日，辽宁省鞍山市
红十字会开展 2021年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为贫困
地区、受灾地区困难群众和需要帮
助的遗体器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家庭送上来自红十字的温暖。

葫芦岛 2月5日，辽宁省葫
芦岛市红十字会

“博爱送万家”活动正式启动。市红
十字会采购了价值 10 万元的米、
油等慰问品，走访了全市181个“红
十字家园”项目社区的困难群众、人
体器官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家庭、
红十字志愿者等，受益家庭近 800
户，受益人口近3000人。

元宝区 2月3日，辽宁省丹
东市元宝区红十

字会现场慰问了 50 名家庭困难的
一线环卫工人，标志着区红十字会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正式启动。

振兴区 近日，辽宁省丹东
市振兴区红十字

会在 2021年春节期间开展“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及时将上级红十
字会划拨的救助物资发放到贫困群
众手中。

马鞍山 1 月 27 日，安徽省
马鞍山市红十字

会在花和佳苑社区举行了爱心物资
发放活动，标志着 2021 年“博爱送
万家”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将发放
价值 11.6万元的爱心物资，惠及三
区三县570个困难家庭。

阜阳 近日，安徽省阜阳市
红十字会积极筹备慰

问款物，用于县、市、区红十字会开
展帮扶关爱就地过年特殊困难群众
工作，为全市部分困难老党员、退伍
军人、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家庭、无
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送去家
庭慰问箱和慰问金。

长丰 2 月 4 日，安徽省合肥
市长丰县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深入社区困难家庭、因病致
贫家庭和敬老院，送去慰问金和慰
问品。县红十字会还为防汛一线人
员和抗疫一线人士送去慰问物资。

肥东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
肥东县红十字会向各

乡镇红十字会发出《县红十字会关
于开展 2021 年“博爱送温暖”活动
的通知》，对该活动做出全面细致的
安排，还精心筹措资金采购助农产
品等慰问品开展活动。截至目前，
该活动受益人数达 300 余人，救助
款物价值近20万元。

商洛 2 月 2 日，陕西省商洛
市红十字会举行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为市
区 500名环卫工人送去了价值 5.55
万元的大米食用油500份。

灞桥区 2月 1日至 2日，陕
西省西安市灞桥

区红十字会集中开展了 2021年“红
十字博爱送温暖”活动，共慰问困难
家庭、贫困户、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志
愿者41户。

喀什
2 月 5 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喀什地区“博

爱送万家”活动正式启动，合计发放
价值9.28万元的物资。2月7日，喀
什地区红十字会慰问驻村点贫困
户，送去价值2.06万元的物资。

大同
2 月 3 日，山西省大同
市“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暨民生实事工程AED发放启动
仪式在阳高县举行。市红十字会向
阳高县红十字会捐赠了价值 20 万
元的慰问物资，并现场为受助家庭
代表发放了慰问物资。市红十字会
还向 10 县区红十字会下发了自动
体外除颤仪（AED），要求各县区红
十字会要做好配套服务。

太谷区 近日，山西省晋中
市太谷区红十字

会“博爱送万家”活动全面启动，将
120 份价值 1.6 万余元的人道救助
物资分别送往太谷侯城乡4个贫困
村共计 72 户贫困户及太谷区夕阳
红养老院、南山养老院、福康养老院
40 名贫困老人手中。2 月 1 日至 5
日，太谷区红十字会筹措价值5.6万
余元的物资协同各行业、单位对各
条战线 540 余名贫困党员、职工和
群众进行了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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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