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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0日

杭州红会接受抗疫捐款超3亿

本报讯（杭红）3月13日，龙
元振元慈善基金向浙江省杭州市
红十字会捐款 79.2万元，全额定
向用于慰问 132名杭州市属医院
援鄂医务人员。据悉，截至当日
下午 14时，市红十字会系统累计
接收捐赠款物 34199.99 万元，支
出30275.70万元。

郑州红会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郑红）3月18日，河
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一行来到泰
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河南第一
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
商集团，为每个爱心企业赠送
6000个口罩，帮助缓解企业的燃
眉之急；邀请金水区税务局第三
税务分局工作人员为爱心企业详
细解读企业捐赠的减免税相关政
策，帮助坚定企业复工复产的信
心。

泰州红会为抗疫一线拨付物资

本报讯（钱荷芳）3月13日，
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与市客运
集团顺利交接普航再生医学科技
中心捐赠的活氏微生态口服液
31770 瓶，总价值 285.93 万元。
客运集团将尽快将口服液发放到
1168名客运驾驶员手中，筑牢防
疫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防线。

淮安红会关爱医务人员亲属

本报讯 （淮红）近日，江苏
省淮安市红十字会慰问全市 74
名援鄂医务人员亲属，为每个家
庭送去 2500元慰问金和书籍、棉
被等物资。此次共发放价值 20
万元的慰问金及生活用品等物
资。

武义县红会组织献血抗疫活动

本报讯 （谢晓艳）为保证疫
情防控期间临床用血需求，3 月
14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红十
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此
次献血活动共 72 位无偿献血者
成功献血，总采血量达到 24000
毫升，14名捐献者采集造血干细
胞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南城县红会备战“开学季”

本报讯 （南红）为进一步提
高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能力，
全力“备战”开学季，近日，江西省
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组织各学
校红十字会开展新冠肺炎知识及
预防方法培训、校园疫情防控应
急演练。

来安县4名红十字人受表彰

本报讯 （来红）近日，安徽
省红十字会公布《关于给予全省
红十字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现突出的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
和工作人员表扬的通报（第一、二
批）》，滁州市来安县红十字系统
4名同志受到表彰。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县红十字会迅速行
动，充分发扬“人道、博爱、奉献”
精神，组织全县红十字系统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踊跃投身到防控工
作中，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梁平区服务队开展防疫宣传

本报讯 （李羡权）近日，重
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
大队的志愿者们主动深入社区、
小区、商户、公园、广场等地，现场
发放由区红十字会印制的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单，进一步向居民群
众宣传解读防控知识，引导他们
继续落实好防控措施，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交叉感染。

上饶红会关爱抗疫工作人员

本报讯（刘丽君）3月17日，
江西省上饶市红十字会携手爱心
企业前往市第二人民医院、市疾控
中心以及医护人员和援鄂志愿者
家中，向112名疫情防控一线医务
工作者及8名援鄂志愿者家属表示
慰问和敬意，为他们送上爱心包。

东城区志愿者积极参与抗疫

本报讯 （东红）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北京市东城区志愿者
利用休息时间积极投身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彰显了“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在地坛社区
安外花园小区，志愿者们为居民
测量体温，为返京人员登记信息、
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至今参
与志愿服务450余人次。

乌兰察布康复者捐献血浆

本报讯（乌红）3月13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新
冠肺炎康复者邓先生在红十字会
以及市、县卫健委人员的陪同下，
顺利捐献 400 毫升血浆，成为自
治区第四例、乌兰察布市第二例
捐献血浆的新冠肺炎康复者。

基层红会信息

■ 渝红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交通停
运，街道空旷，城市似乎按下了暂停
键。有一群人，他们不是白衣天使，
也不是执法人员，却主动肩负起关
爱生命与健康的责任，在社区、街
道、工厂、交通路口积极投入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他们是来自重庆人文
科技学院校红十字会的 16 名青少
年。

疫情爆发后，准备在家过年的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校红十字会的学
生们，在会长张鑫同学的号召下，自
1月 25日起，分别通过各地红十字
会网站、中国青年志愿者公众号、社
区招募公告等途径加入当地疫情防
控工作组，协助开展防疫知识宣传、
车辆管控、健康监测和入户排查、信
息及台账管理以及复工复产企业督
导等工作。

16 名红十字青少年虽然身处
不同地域，却肩负起了同样的责任
与使命，尽己所能护佑生命安康。

披上战袍，我们一同战斗

张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7 级汉语言文
学学生，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会
长。1月 31日，她通过中国青年志
愿者公众号等渠道联系家乡所在
地——四川省德阳市政府，报名参
加抗疫。

得知要对各工厂进行全面检
查与宣传的任务后，张鑫毅然加入
社区宣传队，与县政府人员一同对
辖区内 100 多家工厂的防疫措施
进行检查。2月 18日至 24日期间，
除了挨家挨户走访企业，宣传新冠
肺炎基本预防知识外，她还对各工
厂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了合理建
议。

复工复产后，看到工作人员戴
口罩、测体温、定时消毒等防控措施
在各个工厂得到落实，张鑫非常欣
慰，她说：“我们无法冲到一线，但我
们可以留在后方做好保障。披上战
袍，我们一同战斗！”

督导复工复产，助力经济发展

“现在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复工
复产，但是上班又怕企业不能把好
防控关，导致员工感染。我们的职
责是督促企业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做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不误。”
来自 19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
何海波说。

何海波的家乡长寿区晏家街是
重庆市特色工业园区所在地之一，
对市工业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2月17日，区委组织部、团区委
发出长寿青年志愿者召集令，在全
市优选志愿者，充实督导队伍，实现
园区复产企业“一人一厂”或“多人
一厂”驻厂监管。何海波凭借多次
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积累的经验，
在众多志愿者中脱颖而出，经过短
暂培训后，加入了企业复工复产驻
场督导员的队伍。

复工复产企业督导内容繁杂，
包括每日企业疫情防控检查及检查
记录登记上报、每周企业疫情防控

简报、企业疫情防控检查问题整改
落实等。“一人一厂”并不轻松，何海
波必须在第一个员工到厂之前进
厂，等最后一个员工离开之后才能
回家。没有公交，他就让爸爸开车
送，没有食堂，他就自己带盒饭。

在此之前，何海波还参与了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他说：“与社区志
愿服务相比，复工复产企业督导更
累，责任更大。但作为新时代的大
学生，为了家乡人民的健康、为了家
乡经济发展，再苦再累都是值得
的！”

入党积极分子写下《请战书》

00后周明月，是19级思政专业
的学生。她在《请战书》里写道：我
是一名共青团员，更是学校第一批
入党积极分子。现在正值新冠肺炎
疫情高峰期，正是祖国最需要我们
挺身而出的时刻。我郑重向组织申
请，志愿奋战一线，听从安排，服从
指挥，竭尽全力，绝不退缩，为打赢
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周明月的家乡重庆市南川区疫

情较轻，但防疫形势依然严峻。从
疫情之初奔走于各医院之间，协助
有关部门做好医护工作人员的慰问
关怀工作，到疫情全面爆发时的线
上防疫活动，每一件事她都竭尽全
力。作为红十字志愿者，面对网上
的不实言论和负面舆情，她通过微
信群集中民智，澄清谣言，并对民众
进行正向引导，为抗疫一线的志愿
者们加油打气。周明月说：“作为当
代大学生，看到那些奔赴一线的抗
疫人员每天都忙碌在自己的岗位
上，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
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如张鑫、何海波、周明月一样，
陈玉、徐诗淇等13名校红十字会志
愿者也各自奔走在疫情防控战场，
时刻关注疫情动态、心系百姓安危，
肩负起当代红十字青年的社会责任
与使命。

“愿春来疫去，山河无恙。”这是
他们共同的目标和愿望！

“竭尽全力，绝不退缩”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16名红十字青少年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侧记

■ 严小梅

目前，江西省赣州市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总数虽已清零，但疫情并
未解除，仍然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摆
渡人”，承担起市中心城区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治愈患者和疑似人员的
转运任务。

3月7日，记者跟随赣州市红十
字救援队队员缪忠燕、刘宁、王睿，
记录他们的转运过程。

不到3小时，衣服已湿透

上午 8 时许，记者穿戴好防护
服，与缪忠燕、刘宁、王睿 3 人一同
来到赣州市委党校隔离点，为尽可
能缩减隔离人员与外界接触的时
间，他们要提前20分钟到达指定地
点。出发前，缪忠燕提醒记者不要
喝水。为防止感染，防护服在工作

过程中绝对不能打开，所以要尽量
减少饮水和食量。

8时30分，3名新冠肺炎治愈患
者分别坐上3辆救护车前往市第五
人民医院复诊。救护车队在红十字
救援队一辆引导车引领下，十几分
钟便到达了医院，因核酸检测需要
2 小时左右，三人办理完接送手续
后，便将车辆停在了等候区域。

等候空隙，车上传来缪忠燕和
刘宁匀称的鼾声，王睿则拿起一本
书开始阅读，“平时晚上会有看半个
小时书的习惯，现在晚上也要出任
务，就趁这个时候看会书。”王睿说。

上午 10时许，刚睡一会的缪忠
燕又接到运送解除隔离人员回家的
任务。与缪忠燕一起返回隔离点
时，记者已明显感受到防护服、N95
口罩等装备穿戴后的胸闷、头晕等
症状。防护服密封不透气，很快，汗

水便顺着脊背流下，被汗浸湿的衣
服黏在身上着实让人难受。缪忠燕
告诉记者，他们最长的一次连续穿
戴防护服近 12 个小时，虽然很难
受，但也只能坚持着。

11时许，车辆返回第五人民医
院接送治愈患者返回隔离点，此时，
三人的护目镜上早已布满水雾。救
护车在全面消杀后驶离隔离点，当
天的任务虽然已暂时结束，但市红
十字救援队的队员们依然要随时保
持召之即来的状态。

召之即来，一天运送40多趟

1 月 28 日，接到章贡区卫健委
的任务后，市红十字救援队抽调 3
名队员协助区疾控中心进行确诊人
员及疑似人员的转运任务。85 后
缪忠燕和95后刘宁、王睿三人主动
请战。从这天起，“收到、马上出发
……”成为他们在对讲机和微信群
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外婆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可以
回去看她，我只能告诉她尽快。”刘
宁说。随着疫情的加重，他们三人
转运团队的任务也变得更加繁重。
有时，每台救护车一天运送达40多
趟，最晚到凌晨5点才能结束。

“我们 24 小时处于待命状态，
有任务随时出发。”在缪忠燕的急救
车上，驾驶位旁放着一床棉被，他告
诉记者，要是工作到太晚，他就直接
在车上睡了，一是怕打扰家人休息，
二是知道自己工作的危险性，尽量
减少与家人接触。

据了解，缪忠燕、刘宁、王睿三
人已累计转运 300 余人次。目前，
他们依旧战斗在抗疫在一线，不分
昼夜承担着抗疫转运的任务。

24小时，随时出发
——江西省赣州市红十字救援队战“疫”在一线

等待间隙，刘宁在救护车上休息。 严小梅/摄

本报讯 （许晓锐 岳巍）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云南
省昆明市红十字会架起爱心桥梁,
共计收到捐赠款物 7000多万元,占
全省捐赠总量的1/6,为全省及昆明
市疫情防控作出积极贡献。

近日,云南省副省长、省红十字
会会长李玛琳一行深入昆明市红
十字会备灾救灾服务中心、市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开展调研工
作时，充分肯定了市红十字会高效
快速的物资捐赠工作、“零差错、零
积压”的物资分配工作，高度赞扬
了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志愿者勇
担重责、甘于奉献的精神。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昆 明 市 、县
（区）两级红十字会忠实履行“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认真
落实市委、市政府防控指挥部工作
部署。截至3月5日,全市红十字会
总计接收款物 7116.62万元,其中省
红十字会转拨资金 340.51万元，市
县（区）红十字会接收捐赠款物共
计 6776.11 万元，累计支出 6686.02
万元,支出率98.67%；市本级接收款
物 2531.17万元,支出 2526.54万元,
支出率 99.8%；全市有 12 县（市）区
红十字会接收捐赠款物超过100万
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治关爱
行动”微信众筹网上捐款 103.89万
元；支援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
募捐款物120.28万元。全市红十字
会及时拨付支出款物支出比例动
态保持在97%以上，接收、拨付物资
分发做到了零差错,物资做到了零
积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红十
字会积极动员和组织全市县区红
十字会、红十字救援队、红十字心

理救援队和广大红十字志愿组织
和志愿者 1260 人参与联防联控工
作。志愿者主动担负起巡逻堵卡、
消杀防疫、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和红
十 字 知 识 等 工 作 ，服 务 时 长 近
20000多小时。

市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
要，将有专业应急救援能力和协
同作战能力的骨干志愿者分成消
杀防疫、物资接收、海关对接、新
闻宣传、信息报送、后勤保障等 12
个专业工作小组,各司其职紧密衔
接,保障了各项工作扎实规范有序
开展。

疫情防控期间,市红十字会涌
现出许多感人事迹。面对一家企
业临时改变捐赠意向而放弃捐赠
酒精的燃眉之急,市红十字会机关
干部和昆明红十字救援队员志愿
者们主动认捐,用行动续写了“计划
有变爱不变”的故事；市红十字会
救援队员到捐赠人田间地头运输
蔬菜,志愿者们主动帮忙将寻甸、嵩
明等地3位农民捐赠的25吨蔬菜送
到防疫社区、基层公安部门、机场
和部队以及敬老院，在外出接收物
资时还抢救了一名交通事故重伤
员；西山区红十字工作人员到40多
公里海口镇上门接收一名交通不
便爱心人士2000元捐赠；官渡区红
十字会应邀二次登门帮助一位老
人实现捐赠 100 元心愿；五华区红
十字会联动开户银行,第一时间为
徒步3小时匿名捐款爱心老人开通
捐款武汉 2 万元的绿色通道；在县
红十字会人员陪同下,石林县一位
个体工商户带着女儿往返近200公
里,为多处卡点的公安干警、医务人
员送饺子。

昆明红会接受捐赠款物超7000万元,占全省捐赠额1/6

接收零差错，分配零积压

本报讯（南红）3月16日，四川
省南充市第二批新冠肺炎康复者恢
复期血浆采集工作在市中心血站顺
利完成，4 位新冠肺炎康复者成功
捐献恢复期血浆 1600毫升，这是继
3月 2日该市首批新冠肺炎康复者
捐献血浆后的第二批成功捐献者。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主动捐献血
浆时，捐献者曾女士说：“要感谢医
护人员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是幸运

的，也希望自己捐献的血浆能够为
更多患者带来幸运。”

捐献者韩先生是第二次前来捐
献血浆，他也是省内第一例两次捐
献恢复期血浆的献血者。他表示，
因为自己在患病期间得到了医护人
员的精心照顾，家人都支持他捐献
血浆帮助更多的患者。

市红十字会和市中心血站为每
位捐献者颁发了献血证、爱心捐献

荣誉证书和感谢状，衷心感谢他们
的无私奉献。这批血浆在经过生物
安全检测、病毒灭活和分装后，将按
省卫健委统一调配，用于重症、危重
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当天，为给捐献者提供方便，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驱车 100余公里
往返接送。

截至目前，南充市全市先后 7
人次捐献恢复期血浆共2800毫升。

南充第二批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

本报讯（南红）3月16日，福建
省泉州市南安市红十字会、中国人
民保险南安支公司一行前往慰问市
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为他们
送去生活慰问物品。

3 月 7 日 19 时许，泉州市鲤城
欣佳酒店发生楼体坍塌事件，71人
受困。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接警

后，第一时间调度大队全体消防指
战员赶赴现场施救，开始了一场生
死大救援，于当晚成功救出 1名 12
岁的男孩。

救援过程中，市消防救援人员
冒着随时发生二次坍塌的危险，出
动百余人次，为完成此次救援任务
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出动百余人次参与救援

南安红会慰问消防救援大队

本报讯 （李玉静）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红十字会
迎来一位特殊的捐赠者，她要捐赠
1万元用于武汉的疫情防控。

这位捐赠者叫刘高娃，是一名
普通的农村妇女，个子不高，满脸憔
悴，丈夫是原宝龙山镇西宝龙山嘎
查党支部书记秦红。

2月2日清晨，忙于疫情防控工
作已经 9 天没睡过一个好觉的秦
红，突发脑出血，倒在了距离村部
300 米的乡村小路上，经抢救无效
离世。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他

的生命定格在了 48 岁。这给原本
幸福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刘高娃还未从失去丈夫的伤痛
中走出来，就来到旗红十字会，说儿
女给她打了几次电话催她为疫情捐
款，这不仅是他们的心愿，也是为了
完成秦红生前的心愿。

“虽然秦红倒下了，但疫情还
没有结束，作为他的亲人，我们不
能亲临一线，但一定要发扬他的精
神，帮助他完成未竟的心愿，为疫
情防控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刘高
娃说。

帮助丈夫完成未竟的心愿

本报讯（朝红）3月12日，由北
京市朝阳区红十字会用疫情防控募
捐款购买的一台方舱CT在垂杨柳
医院投入使用，据了解，此为朝阳区
首个投入使用的区级方舱CT。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方案》相关要求，除病原学检查外，
CT影像学特征的结果被列为新冠
肺炎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快速精
准的CT诊断在新冠肺炎防治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

垂杨柳医院作为发热门诊定点

医院，发热患者多，疫情当下，85%
以上的发热患者需进行 CT 检查，
院内CT检查压力大，且原有的2台
CT 距离患者所在的发热门诊较
远，患者需要穿过门诊区才能到达
检查区，增加了与就诊人群的接触，
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此次获捐的方舱CT距离发热
门诊不到50米，患者从发热门诊出
来，可直接到方舱CT进行检查，成
为特殊时期“专门的放射科”。

安装完成后，医生可利用方舱

CT 的自动定位技术，实现动态调
整，精准移床，不需要到患者身边就
能完成扫描操作，提高检查效率的
同时，有效避免院内感染。

此外，这台方舱CT可以在3秒
内完成肺部扫描，设备还搭载了最
新的新冠肺炎人工智能影像诊断系
统，1秒就能完成自动病情标记，极
大缩短了检查时间。方舱CT具有
实时数据传输功能，可快速将扫描
影像传送给诊断医生，实现无接触
诊断，高效便捷。

朝阳区首个区级方舱CT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