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星期二
2021年3月2日

编辑/贺 晔
电话：（010）65597609

抗疫先锋

基层红会信息

南京春节志愿服务不打烊
本报讯 （南红）新春佳节，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陵博爱救护志
愿服务队、秦淮区红十字会救援
队、六合区红十字救援队的80余
名队员坚守岗位，分别依托中山
陵、夫子庙、老门东及金牛湖野生
动物王国等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开
展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为游客安
全出行保驾护航。

南昌在市行政中心投放AED
本报讯（南红）2月25日，江

西省南昌市红十字会联合南昌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举办南昌市行政
中心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投
放仪式。本次捐赠的 5 台 AED
将安放在市行政中心各办公大楼
大厅。

营口召开2021年工作会
本报讯（营红）2月25日，辽

宁省营口市红十字会召开全市
2021 年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
设会议，全市 6 个市（县）区红十
字会分别汇报了 2021 年工作计
划，通过了《营口市红十字会人道
救助管理办法》。

娄底元宵佳节关爱孤寡老人
本报讯 （彭润英 周煜琳）

2月 25 日，湖南省娄底新闻网湘
中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红十字志愿
者携手娄底第一中学志愿服务
队，组织70余名志愿者前往娄星
区福星老年公寓，为在院的 120
余名孤寡老人送关爱，开展元宵
佳节“心连心 手牵手——我们在
行动”活动。

玄武区举办首期讲师培训班
本报讯 （玄红）2 月 24 日至

25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十
字会在南京市红十字中山陵医院
举办首期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
20名培训讲师全时出勤，完成全
部课程，通过实操技能测试和模
拟讲课考试，成为具备带教资质
的红十字救护培训师资。

西湖区开展新春闹元宵活动
本报讯（西红）2月26日，江

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红十字会携手
广润门“温馨之家”社团在瓦子角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庆“元宵”
活动，邀请辖区内特扶家庭前来
参加。

新建区走访慰问艾滋病患者
本报讯（新红）2月25日，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联合开展 2021 年艾滋病
患者关怀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了
10位艾滋病人，鼓励他们正确对
待疾病，树立生活信心。

余杭区救护培训直播课堂开播
本报讯 （余红）2月 9日，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红十字会联合
镇街道红十字会组织一场线上应
急救护培训直播课堂，让广大留
杭过年职工朋友不出家门就能学
会应急救护知识。直播内容有红
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心肺复苏术、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的使用
和个人疫情防护知识等。

临安区举办救护员公益培训班
本报讯 （王刚）2 月 23 日至

24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红十
字会举办全区公益性救护员培训
班，2 天课程共培训红十字救护
员 78 名。培训采用线上报名线
下培训的方式进行，采取集中讲
授、情景模拟与实操练习相结合
的方式，重点学习红十字运动基
本知识、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理
论与实践操作。

金牛区举办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 （金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在中小
学校开学季组织部分社区青少年
及家长前往全省首家标准化应急
救护培训基地——四川省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开展学习培
训，内容是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双流区救护培训走进警官学院
本报讯（双红）2月19日，四

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走进
武警警官学院，为 148 名即将毕
业的学员举办两期红十字应急救
护员培训。

寻乌志愿者关爱马路天使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

省赣州市寻乌县红十字会志愿者
联合爱心企业开展“关爱马路天
使，共建文明寻乌”为主题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志愿者为环卫
工人送去暖心礼品，用实际行动
关爱环卫工人。

■ 陈竹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
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
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
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虽然隔着
电视屏幕，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庄严
宣告，我还是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作为脱贫攻坚的亲历者，走在
精准扶贫路上的五年，我经历过“三
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
意气风发，经历过“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困惑
迷茫，经历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的疲惫艰辛。但一
路走来，所到过的村、所入过的户、
所帮过的人，都在悄然变化，所有的
艰辛与劳累都抛在了身后，存留于
心中的更多是欣喜与感动。

一杯白糖水

“王大姐，我先到宋伯那儿去坐
坐，一会儿来你家。”王大姐名叫王
昌云，自 2016 年起，她就是我结对
帮扶的贫困户之一。2020年8月的
一个周末，我照例去走访，进村的时
候，她正在河边洗衣裳。我急着去
看宋贵明家这两天生了病的猪崽，
就先和她打了声招呼。

在宋伯家了解完情况，并帮他
联系好兽医，再来到王昌云家时，她
已经在家等了好一会儿了。一进
门，她就把一杯已经晾凉的糖水递
到我手里。这再平常不过的白糖

水，却让人喝在嘴里甜在心头。
王大姐是个苦命人，早年丧夫，

独自拉扯大三个女儿，中年时大女
儿又因病去世。家庭的变故让她精
神上受到刺激，平时交流有轻微障
碍，村里很多人把她当作“精神病”
看待。

第一次上门是初夏时节，上下
找了好几圈才见到她。女儿在外打
工，平常就她一个人在家。那时她
还住在半山坡上的土坯房里，后檐
漏得厉害，堂屋里掉下一堆墙土，后
檐沟被杂草堵住排不出水，从房屋
墙下往外渗，厨房里还盛着半筲箕
剩饭。

我俩的初次交谈完全在“两个频
道”上。我说想帮她把檐沟和院子里
的草除一下，她说房子都快漏塌了还
费那个力做啥。拗不过她，我一边请
来人帮着换瓦补漏子，一边“逼”着她
跟我一起疏通檐沟，两个人边吵边
干，算是“不打不相识”。吵闹中，我
也大体了解到她家的情况。

再次去看王大姐的时候，我带
去了一个小电饭煲，嘱咐她一次别
煮太多米，免得老吃剩饭。这一次，
深入了解了她的想法后，我与村里
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商量了帮扶计
划，把她家列入了搬迁对象，安置进
居民小区。

2017 年 6 月，王大姐一家搬进
了新房，屋子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
干净净。她种了 1 亩多谷子及豆
杂，还养了一头猪，女儿参加了技能
培训，在城里开了一个美甲小店，一
家人的生活比过去有较大改观。

此后，我每次去王大姐家，不仅
有说有笑，还有不停续杯的糖水和
往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花生、板栗。

17个电话

2018年正月初九，是我帮扶的
黄玉美一家乔迁新居的日子，我答
应黄婶一定去祝贺。但一年一度的
全县三级干部会和脱贫攻坚工作会
恰在这天召开，我实在走不开。

早上，我就给黄婶打电话，说要
开一天会，中午去不成，下午散会后
保证赶去吃晚饭。

开会时，黄婶一会儿就打来一
个电话，我在会场不能接听，只能给
她儿子回短信说明情况。中午，我
又专门给黄婶回电话解释了一遍，
黄婶还是担心我不会去，让我再三
保证。好不容易等到散会，我顾不
上天色已晚，立即往黄家赶。一翻
手机，这一天她竟给我打了17个电
话，就为了让我去分享一下搬家的
喜悦。

这几年，我已记不清和黄婶通
了多少电话。她打给我的电话除了
问一些扶贫方面的事情外，更多是
问我工作忙不忙？身体咋样？言语
间俨然把我当成了自家子女。

黄婶的老伴前几年因病去世，
她本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儿子儿
媳常年在浙江务工。我并不记得究
竟是哪一件事触动了她，让她对我
如此亲切。回想起来，可能是那年
为了帮她落实慢病政策，动员她到
县医院检查，她怕晕车不敢来，我以
20公里时速开车接送过她；可能是

住院的时候我几次去医院看望过
她；可能是有一次去家里看她，我们
一起做饭，谈了很久；也可能是因为
特意给她买过老人鞋，方便她上田
下坎……

两瓶蜂蜜

春节前，我赶着帮宋伯办完了
农机补贴手续，给他送去了身份证
和“一卡通”。临走时，老两口硬是
塞给我两瓶蜂蜜，我推辞了半天也
拗不过，老两口一直说是专门给我
留着的。

想想当初，我去他家水都难喝
上一口，到现在他们主动送我蜂蜜，
其中的苦辣酸甜让人回味无穷。

宋伯老两口都已年过70，有一
个小儿子是盲人。第一次去“认门”
的路上，村书记就告诉我，老宋一家
是村里最难缠的，和大部分人都“搞
不拢”。

了解在先，我从开始工作时就
格外注意，去他家走得更勤，每次去
的时间更长，政策讲得更细。几年
的扶贫工作中，我帮他们落实了产
业补助、易地搬迁、健康扶贫等政
策，还时不时给他们送点东西增进
感情。

其实，宋伯夫妇非常勤劳，除了
耕种几亩地的水稻等作物，还养了
4头牛、3头猪、一群鸡鸭，他家养的
母猪每年都下两窝崽。但是，老两
口确实性格有点偏执，容易钻牛角
尖。前年夏天，宋婶放牛时不慎割
伤手腕，我带她到县医院检查，医生
看后说还好没有伤到肌腱，问题不

大。结果老两口把医生大骂一通，
非说医生糊弄他们。原因让人哭笑
不得——他们想借此办个残疾证。
虽然动机不纯，做法失当，我劝解的
同时也能理解他们，就是穷怕了。

2019年，宋伯一家人住进了新
房，喝上了自来水，收入也还可观，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他家已
经完全达到脱贫条件，但村里同志
入户核查时，尽管反复宣传了脱贫
不脱政策、不脱帮扶，却还是碰了
壁，老两口坚决不承认已经脱贫。

深冬的一个周末下午，我拎上
两瓶酒和几样小菜来到宋家，决心
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几杯酒过
后，老人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从毛主
席说到习主席，从人民公社说到精
准扶贫……我从包里拿出《习近平
扶贫重要论述摘编》，围绕总书记讲
的“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
退”等，结合他家这几年享受的政
策、发生的变化，一会儿读原文，一
会儿打比方，仔仔细细又捋了一遍，
并说您一家就是我扶贫工作中结下
的亲戚，现在是，今后还是。不知不
觉已到深夜，宋伯严肃的表情慢慢
舒展，心里的顾虑也慢慢纾解。

那晚休息时，我久久不能入睡，
陷入深深的反思：哪有落后的群众，
只有不到位的工作。付出了真情，
找对了钥匙，就没有打不开的心锁。

清晨，天还没亮，我就被窗外一
阵鸡叫声惊醒——老两口早起就去
抓鸡，给我熬上了鸡汤。

（作者系湖北省房县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

我走“亲戚”这五年
——亲历脱贫攻坚工作点滴

2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致强社区红十字会举办“美丽社区让
你心动，垃圾分类让你行动”元宵喜乐会，吸引了100余名居民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社区志愿者积极开展义诊、义剪、无偿献血等活动。成都市红
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成华区红十字会派出党员志愿者参加活动。

（成红）

元宵喜乐会

张成刚是山东省临沂市红十
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从事红十
字事业已有15个年头，对红十字
工作满腔热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张成
刚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统筹联
络市县红十字抗疫工作，扎实履行
相关职责。按照分工，他主要承担
捐赠项目备案、在线捐赠平台维
护、捐赠物资接收发放、市县捐赠
统计汇总上报、红十字救援服务协
调等工作。1月27日，临沂市红十
字会发布捐赠公告，为了更好服务
捐赠人，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互联网筹资经验较为丰富的张成
刚第一时间完成捐赠项目备案，并
在微信公众号上线疫情防控捐赠
项目，方便市民在线奉献爱心。

为了方便被封闭的爱心人士
捐赠物资，张成刚积极协调志愿救
援队伍和爱心机构协助上门接收，
并身先士卒完成物资装卸等工作。
在他和红十字志愿者的共同努力
下，临沂市红十字会累计接收发送
捐赠物资达10余万件（箱）。

在做好款物接收的同时，张
成刚还带领同事积极完成捐赠信

息统计上报和物资捐赠信息公开等
工作。他既要保证做实做细捐赠款
物的接收、管理和拨付等工作，确保
捐赠物资及时送达指定对象，还要
做好每日统计汇总报送及台账整理
工作，做好物资凭据、交接清单的保
存，做到每笔物资信息可查询、流向
可跟踪、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究。
临沂市红十字会共接收 89笔 10余
万件价值4004.87万元物资，均第一
时间执行到位，未出现一笔错误。

疫情防控期间，张成刚还组织
发动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参与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协调组织全市红十
字志愿者 1 万余人次参与物资分
发、联防联控、防疫消杀、健康宣传
等工作，累计服务时长 20 余万小
时，为近百所学校、社区消杀120余
万平方，为全市疫情防控阻击战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成刚
还主动做好对基层红十字会疫情防
控捐赠工作的业务指导，在公募资格
申领、募捐信息备案、款物捐赠规范、
捐赠信息统计、信息公开公示等方面
给予详细指导，确保全市红会系统捐
赠工作的规范顺利开展。 （鲁红）

张成刚：红会战疫“拼命三郎”

（上接一版）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塔尔河村，红十字会带来
的是另一道“风景”。“半年销售棉被
8300余床，实现产值100余万元，重
点吸纳镇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富余
劳动力开展订单式生产，计件付酬，
脱贫户首批分红 1.2万元。”村党支
部书记袁光军说，红十字会投入 52
万元建成的塔尔河被服厂，不仅投
资小、周期短、见效快，而且具有长
效性，“不论对贫困户还是村集体来
说，都是一笔‘好买卖’。”

酒香也怕巷子深，红十字会还
在拓宽销售渠道、创新扶贫方式上
着力下功夫。2017年，在总会指导
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爱心企
业启动首届全国红十字系统众筹扶
贫大赛，引发社会关注。2019 年，
再次举办第二届全国红十字系统众
筹扶贫大赛，并于同年 9 月升级为
公益厨房，转为常态化运营。目前，
该项目已经覆盖全国 217 个贫困
县，帮扶651支扶贫团队，动员2200
人次参与支持，精准受益 3.6万户，
助销金额 3700 余万元，以产业兴
农，提升区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在调研基础上大力发展
第一产业；二是为贫困地区第一产
业发展提供硬件和智力支持；三是
以集群式发展稳固贫困地区产业结
构，打通产业链；四是以购促销推动
扶贫车间良好运转。”总会相关负责

人如是评价红十字会参与脱贫攻坚
产业融合发展“四部曲”。

助学助医，打掉脱贫“拦路虎”

“家贫子读书”，把贫困地区孩
子培养起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
最根本的扶贫之策。

在河北，省红十字会以每年
“10·17”扶贫日为节点，采取集中活
动与常态项目相结合的方式，持续
推进“圆梦助学行动”，对全省城乡
因各种原因造成就学、生活困难的
在校师生实施救助，特别是对重点
区域的贫困学生实施集中帮扶，多
年来累计发放救助款超过700余万
元，帮扶困难家庭学生9200余名。

在云南楚雄，州红十字会持续
三年开展“99 公益日”助学扶贫活
动，20 余万人次参与捐赠，累计筹
款 294.43万余元，为当地贫困地区
援建88个博爱图书角，为贫困学生
送去2500套校服、8100个书包文具
和 2 万余个滇苗温暖包，形成温暖
边疆儿童的强大合力。

博爱助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大病救助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统计数据显示，五年来，各级
红十字会共投入资金9.9亿余元，帮
扶各类患病贫困人群 27.8 万余人
次，有效减轻了他们的医疗负担，充
分发挥了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
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

“一是关注儿童健康问题，通过
实施‘小天使基金’‘天使阳光基金’

等救助项目，为贫困患病儿童提供
救治资金；二是关注特殊人群健康
问题，通过设立专项救助基金、捐赠
治疗设备和药品等方式，对麻风病、
艾滋病、眼病、包虫病、肿瘤等疾病
患者进行救助；三是主动开展送医
计划，协调医疗专家举办乡村医生
培训班，为贫困地区乡村医生提供
免费全科培训，提升贫困农村社区
的医疗服务水平。”总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青海是包虫病高发地区，省红
十字会专门募款400余万元设立三
江源包虫病贫困患者救助项目，对
接援藏基金会为果洛州班玛县定向
捐赠救助资金 100 万元，为当地包
虫病患者提供救助；

内蒙古是白内障高发地区，自
治区红十字积极开展“光明行”社会
公益活动，5 年多来筹募社会善款
8057 万元，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
30274 例，实现全区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覆盖；

在福建，省、市、县红十字会三
级联动，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困
难户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人道救
助，仅2016年就受理申请资料6491
份，救助患病困难群众 6447 人次，
发放救助金6394.6万元；

在吉林，省红十字会积极动员
社会人道资源，先后成立肿瘤救助
项目、骨病救助项目及眼病救助项
目等，5年精准救助各类患者 13444
人，救助资金支出2.02亿余元……

“凡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
工医保的肿瘤患者，扣除医保、低保
医疗救助及个人承担部分，其余治
疗费用由基金承担。”吉林省红十字
会 2020年 6月下发的通知，又给当
地贫困肿瘤患者吃了一颗“定心
丸”。

凝聚合力，攻坚克难再出发

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
事，也是全社会的事，需要积极调动
各方力量，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的
大扶贫格局。

多年来，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动
员人道资源参与脱贫攻坚，通过上
门劝募、媒体网站募捐、慈善活动募
捐等形式，广泛发动爱心人士、企业
等社会力量参与人道和脱贫攻坚事
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互联
网+”众筹扶贫，如天津、福建、甘肃
等地红十字会积极开通腾讯公益、
淘宝公益店、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等
互联网募捐渠道，浙江、福建、广西、
重庆、甘肃等地红十字会结合“99
公益日”，推出“贫困老人渴望光明”

“送山区孩子一床被褥”“乡村光明”
等公益项目，实现“互联网+红十
字”，为脱贫攻坚助力。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
同发展的大战略。各地红十字会认
真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
于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红十字事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和全国红十字系统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工作会议精神，
积极落实对口支援工作，探索红十
字人道工作助推精准扶贫的有效办
法和途径。

部分东部地区红十字会与对口
支援地区签署《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框架协议》，通过协调企业捐赠款
物，鼓励企业对口帮扶等办法，实施
乡村基础设施项目、改水改厕项目、
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建设项目、人道
救助项目、健康扶贫项目、社区防灾
减灾救灾项目、助学项目，改善贫困
地区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卫生、农
业基础设施、乡村基础设施等状况，
减轻贫困地区群众负担，助力贫困
群众增产增收。

西部地区红十字会充分发挥联
系紧密、互帮互助的行业传统，摸清
底数，及时汇总本省需求信息，使对
口帮扶更加精准、有效，同时“向上”

“向外”多汇报，争取资源，通过各种
举措，形成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的强大投入合力。如贵州，五
年来争取上海、浙江、江苏、杭州、宁
波等 13 个对口帮扶省市红十字会
人道款物超过 8000万元，为当地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站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中国红十
字会将继续奋斗，勇往直前，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