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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杭州召开十一届二次理事会
本报讯（杭红）3月24日，浙

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召开第十一
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杭州市红十字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杭州市红
十字会 2020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报告》《杭州市红十字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纲要》。

洛阳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洛红）3月24日，河

南省洛阳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部署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市委部署要求，对市红十字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部署。

南通举行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
本报讯 （南红）3 月 20 日至

21日，由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
主办、南通大学红十字会承办的
2021 年度艾滋病预防青年同伴
教育主持人培训班在南通大学啬
园校区举办。来自南通大学、江
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航运
职业技术学院等 11 所高校的 30
名学员参加培训。

盘锦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本报讯（赵耀）3月24日，辽

宁省盘锦市红十字会召开 2021
年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会议总结了 2020 年市红
十字会工作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成效，部署2021年重点任务。

泰州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封旭）3月22日，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会议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
部署和市委要求，对市红十字会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临沂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临红）3月25日，山

东省临沂市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会议要求市
红十字会全体党员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意义；认真把握目标
要求，结合实际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各项工作扎实开展；坚决扛起
政治责任，为党史学习教育落地
见效提供坚强保障。

金山区召开四届七次理事会
本报讯（黄雪婷）3月24日，

上海市金山区红十字会第四届理
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区会议中心召
开。会议回顾总结了 2020 年工
作，研究了 2021年工作。会议审
议通过了《金山区红十字会第四
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工作报告》

《金山区红十字会 2020年人道救
助基金收支情况报告》。

梁平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 （李羡权）3 月 24 日

上午，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召
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
彻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区委要
求，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具
体安排。

鼓楼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本报讯（鼓红）3月23日，江

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会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委部署要求，
结合区红十字会实际，对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新建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新红）3月24日，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新
建区疾控中心、江西省胸科医院
联合在礼步湖广场开展了以“政
府帮助您，治愈结核病，共同奔小
康”为主题的防治结核病日宣传
活动。

青白江区宣传救助政策
本报讯（青红）3月24日，四

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红十字会举
办救助政策宣讲会，对全区 7 个
镇（街道）、83个村（社区）的红十
字联络员进行救助政策宣讲。

雨花台区举办救护师资培训
本报讯（雨红）3月25日，江

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红十字会举
办首期CPR+AED讲师培训班，
对区内 20 名救护员进行为期两
天的集中培训和考核。

■ 阜红

刘远欣是辽宁省阜新市红十字
会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秘书长、红十
字宣讲团故事宣讲员、中国红十字
五星级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她扎根市红十字会，每天和工
作人员一起上下班，不图回报，用行
动践行志愿服务誓言。

扶危济困，永远在路上

多年来，刘远欣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关心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

得知伊吗图镇周家街村有两户
特殊贫困农民，时至寒冬仍缺衣少
棉，刘远欣就把新购置的双人棉被、
被罩、炕单、枕套和棉大衣等御寒物
品送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
的关怀和温暖。

“六·一”儿童节，刘远欣和志愿
者前去看望了家住阜蒙县旧庙镇梁

北村苏里格和平安地镇少冷村三家
子的两名贫困儿童，为他们送去了
米、面、油、新衣服和文具用品，用凡
人的善举为他们撑起生活的天空。

刘远欣还时常和志愿者朋友去
启智园看望特殊孩子，陪孩子们做
游戏、做手工、包饺子；到敬老院、光
荣院看望孤寡老人和老荣军，陪他
们聊天、为他们表演节目，倾听他们
的心声。

刘远欣知道，志愿者不是简简
单单的一个称号，而是一种荣誉，更
是一种社会责任。2016 加入救援
队后，她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发
布寻人信息，深山救援、深夜寻人、
雨中救援、大型活动保障……她既
是参与者，又是记录者、传播人。

有一次，刘远欣刚刚结束赛事安
全保障工作，就接到高山子景区有人
坠崖的消息，她和队友立即前往坠崖
地点，将坠崖人安全转运上来。每次

参加完活动，回到家中，她还要记录
队友们的志愿服务时长、整理活动照
片资料、编写活动新闻稿，刊登在微
信公众平台，让大家看到红十字人和
志愿者的辛勤付出，自己却鲜少出现
在画面里、记录在文字中。“润物细无
声”，她默默无闻地付出，影响、带动
了更多的人投身到志愿服务中来，奉
献爱心、服务社会。

甘之如饴，为最热爱的事业

在参加志愿服务过程中，刘远
欣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为了更
好地服务社会、帮助他人，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和技能，她参加了辽宁省
红十字会师资班，通过 7 天的系统
学习，熟练掌握了应急救护知识。

此后，刘远欣积极投入到宣传
红十字运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的
工作中。她走进社区、学校、机关、
企事业单位，开展红十字运动和急

救知识宣讲活动，参加公益宣讲 16
场、救护员培训10期。她白天参与
各种公益培训，晚上录入信息，整理
活动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她
做为疫情防控宣传组的志愿者，时
时刻刻关注疫情防控发展动态，默
默记录着战“疫”一线志愿者的奉献
瞬间。她创作的诗歌《致敬！战疫
阻击志愿者》，被广为传诵。她讲述
的故事《汇聚人道力量，抗疫共同担
当》，弘扬了红十字人和红十字志愿
者在战“疫”中作出的贡献，在海州
区、细河区、太平区、大学生同伴教
育培训班、辽宁省应急救护师资班、
养老护理员培训班等多处宣讲，让
红十字这面旗帜熠熠生辉，振奋人
心。

及时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是红十字会的职责所在，更是
对捐赠人最好的回馈。战“疫”期

间，刘远欣主动请缨，发布捐赠公
示，传播捐赠企业及个人的感人事
迹，24小时在线是她的承诺。

每天晚上，刘远欣都要等待公
示内容“出炉”，第一时间上传微信
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因为她是这项
工作的最后一个关卡，经常深夜核
对信息、调整格式、进行发布，所以
挑灯夜战是她工作的常态。有人问
她，你这样点灯熬油、没日没夜的劳
累、无名无利、听不到掌声，是不是

“傻”？她说，“我作为一名志愿者的
日子是充实和快乐的，而不是所谓
的‘傻’，这是我热爱的事业，甘之如
饴”。

大爱无言，记录有声。刘远欣
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默默耕耘，在
宣传推广红十字事业等方面，以自
己辛勤的汗水和心血，谱写出生命
的赞歌。

躬耕执笔写大爱
—记辽宁省阜新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秘书长刘远欣

清明节来临之际，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健委在响
水东鸣湖公园举行“为爱奔跑 传递生命的乐章”2021年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缅怀纪念活动，表达社会各界对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的缅怀及崇
高敬意，呼吁更多公众关注人体器官捐献事业。 （王一娟）

传递生命的乐章

■ 记者 李颀

跪地实施心肺复苏术，为老大
爷争取救命时间；跳入冰水，营救 3
岁孩童……3 天内，湖南省红十字
会优秀救护培训师旷小玲父母接力
救人的事迹引发热议。

2020年1月9日中午1时左右，
在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花溪村，旷
小玲 65 岁的母亲李冬秀骑着电动
车行驶到村部附近时，发现一名老
大爷一动不动地横躺在马路上，身
旁还有摔破了的摩托车反光镜。她
立即上前查看，发现伤者头部受伤
流血，心脏骤停。

“我摸了下他的手还有温度，立
马想到女儿教我的心肺复苏术。”李
冬秀迅速清理了伤者口中的异物，
拉开外衣，打开他头部的护罩垫在
头下，开始有规律地胸部按压和嘴
部吹气。因曾做过膝关节置换手
术，不能弯曲，她只好将自己的鞋子
垫在膝盖下面，跪在水泥地上为伤
者施救。过了一会儿，两名路过的
幼儿园老师也来帮忙施救，就这样
过了近 40 分钟，伤者有了明显知
觉，一只手能抬起来了，也能开口说

话。随后，伤者被送至医院。
围观的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为

李冬秀点赞。李冬秀开心地松了一
口气，被大家扶着站起来。“当时有
人路过想帮忙，但是又害怕，觉得这
个人可能没救了，万一真的出事，可
能还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但我就想
着，必须救人。”李冬秀说，“把人救
活了心里非常高兴，伤者的家人说
要来感谢我们，我们觉得没必要，这
是举手之劳”。

两天后，李冬秀的丈夫旷桂喜
也经历了一场生命救援。

1 月 11 日早上，旷桂喜如往常
外出工作。10时左右，他在砌围墙
时，听见旁边的师傅大喊有小孩掉
进水里了，旷桂喜随即赶往附近的
池塘，见一个小孩在水中挣扎。

当时天气严寒，旷桂喜没有来
得及脱掉大衣，立马跳进冰冷的水
中。身高1.7米的他脚够不着水底，
只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奋力游向
岸边，最终成功救得小孩。

原来，这名 3 岁小孩和他的哥
哥在池塘边丢石头玩，不小心落了
水。本来哥哥准备下水救弟弟，旷
桂喜及时阻止，“要是两个都落水了

那可不得了”。孩子救上来后，旷桂
喜全身湿透，他说：“我做了应该做
的事，非常开心。”

“这些都是女儿教我的，她是红
十字会志愿者、培训讲师，红十字会
经常开展急救技能宣传培训活动，
希望身边的人都学会这些应急的技
能。”李冬秀介绍，女儿旷小玲经常
鼓励亲人学习心肺复苏、气道异物
梗阻、日常意外伤害等急救技能，没
想到，这一次碰到紧急情况，平时学
到的急救技能真派上了大用场。

旷小玲在长郡中学从事医务工
作，是全科主治医师、二级健康管理
师，还是湖南省红十字会优秀救护
培训师、湖南省首批国际急救培训
师。旷小玲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红
十字家庭，母亲 1984年接受培训后
成为村上的接生员，父亲做过赤脚
医生，两人在当地开了一个村卫生
室，1997 年加入娄底市红十字会，
成为红十字会会员。这次，李冬秀
旷贵喜夫妻三天之内接力上演奋力
救人的义举刷爆了当地人的“朋友
圈”。面对赞誉，李冬秀和旷桂喜夫
妇只是说：“这是我们红十字人应该
做的，能帮助别人就好。”

湖南娄底六旬夫妇3天救2人

■ 鹿红

3 月 23 日上午，河北省石家庄
市鹿泉区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分
队志愿者程新迎来到镇宁路中段修
理电动车。准备走的时候，她听见

“嘭”的一声巨响，有人喊到“撞车
啦”，有很多人聚拢围观。

程新迎迅速跑过去，挤进人群，
只见一位老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
表情痛苦，旁边停着一辆汽车和一
辆倒地的自行车，推测是老人骑车

与汽车相撞。周围群众越聚越多，
但没人敢上前。

程新迎参加过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见此情况立刻上前，嘱咐汽车
司机赶紧拨打 120，并对老人进行
伤口检查，发现老人只是头部出血，
其他部位并无大碍。此时，路边药
店的工作人员送来了绷带，她马上
对老人进行了简单包扎，并安抚老
人情绪。120 急救车赶到时，老人
头上的伤口已包扎好，医护人员对
程新迎竖起了大拇指。

老人家属赶到现场后，对程新
迎再三感谢，想留下她的姓名电话，
她说：“不用谢，我叫红十字志愿
者！”

老人被送往医院，程新迎又成
为一名交通指挥志愿者，疏散围观
人群，让车辆能正常通行，等交警赶
到时，道路已基本疏通。交警以为
她是老人家属，对她的行为表示赞
许和感谢，程新迎再次自豪地说：

“我不是家属，我是一名红十字志愿
者！”

石家庄雷锋月里见“雷锋”

本报讯（浙红）3月24日，中
国红十字（浙江）心理救援队走进
浙江省吴兴高级中学，为即将参
加高考的学生开展了一场心理健
康辅导活动。

活动以小组讨论和个体辅导
的形式展开，主要安排了讲述高
考看法、认识自己情绪、理解高考
压力等环节。来自湖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的4名救援队员与学生们

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交流，引导学生
分析思考正确的高考观，指导学生
如何有效应对压力，带领学生练习
肌肉放松法，并鼓励大家进行积极
的自我暗示与相互支持，卸下包袱，
轻松上阵。

心理助考是中国红十字（浙江）
心理救援队开展心理援助的重要内
容，已连续开展9年。

浙江救援队心理助考服务进高中

本报讯 （江红）日前，浙江
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和江干
区卫健局对辖区 356台公共场所
AED设备进行专项巡查检查，确
保“救命神器”运行正常、并能在
危机时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检+
后台监管”相结合，对供货商定期
设备维护和检测情况进行现场核
对和后台数据比对，对重点区域
和无联网设备的 AED 进行实地

检查，对个别公共场所AED设备被
遮挡等问题进行现场纠正，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了部门、企业对AED规
范化设置的长效维护机制，用实际
行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
康。

截至目前，江干区完成公共场
所AED设置 345台，数量居全省县
区市第一，其中杭州火车东站通过
AED成功抢救心脏骤停旅客 4人，
取得良好效果。

江干区红会为“救命神器”“体检”

本报讯 （汪德琪）日前，云
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监事会专项
监督检查数据显示，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约占全市
红十字会系统年度募捐总额的一
半，2020年募捐筹资额创下该市
红十字会建会以来最高纪录。

位居县级红十字会疫情防控
募捐榜首的麒麟区红十字会，捐
赠总额达 595.95万元，占全市总
量的 12.80%。居第二位的马龙
区红十字会，在疫情捐赠启动时，
班子换届新任职刚满一个月，争
取到当地四班子领导带头掀起捐
款高潮后，又募集到企业 200 万
元的全市最大单笔捐款。陆良县
红十字会在仅有两名工作人员的
情况下，以 403.73万元捐赠额居
第三位。

疫情发生以来，曲靖市红十
字会系统全力以赴，依法有序组
织开展社会募捐工作。2020年，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共接受疫情防控
线下捐赠 1267 笔（次），线上捐赠
29.33万笔（次），累计募集款物价值
4654.60 万元。其中，筹款 2239.62
万元，筹物价值2414.98万元。物资
包括防护用品、消杀用品、医疗设
备、诊断用品、药品等；市红十字会
接受捐赠1516.26万元，县级红十字
会捐赠款物 3138.34 万元，分别占
32.58%和 67.42%；全市红十字会系
统疫情防控募捐额占各类募捐总额
的48.60%。

曲靖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
2020 年疫情防控捐赠额比 2019 年
曲靖市红十字会系统募捐总额还多
490.82 万元，疫情防控捐赠成为红
十字会系统 2020 年最主要的募捐
内容（其次为助力脱贫攻坚、助力教
育事业捐赠）。下一步，全市将着力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改进完善募捐
款物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备灾救
灾专业化能力。

曲靖红会接受捐赠29万笔次 募集款物价值4654万元

“疫情阻击战”提升筹款能力

本报讯（刘旖晗）3月25日，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赶到东营华健医院，按照
约定为来医院透析的肾病患者发
放救助款。本次发放的是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的红十字
健康基金，救助111人，共120467

元。
东营区红十字会与东营华健医

院于 2018年共同发起“华健医院红
十字健康基金”，用于救助贫困血液
透析患者，截至目前共发放救助款
916961元，救助家庭困难的血液透
析患者200余人。

东营区红会为肾病患者发放健康基金

本报讯（孙健）3月17日，辽
宁省朝阳市红十字会在朝阳火车
站、市客运中心、朝阳机场、朝阳
师专、市政府大厦 5 处人流密集
公共场所安放5台自动体外除颤
器（AED）并调试启用。当日，市

红十字会还对5个场所50余名工作
人员着重培训心肺复苏、AED操作
技能。

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推动更
多公共场所配置AED，切实保护市
民群众安全。

朝阳市5处公共场所安放A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