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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昌平区救助困难群众

本报讯（李琦）5月12日，北
京市昌平区红十字会来到沙河镇
滟澜新宸社区，给予申请救助的
刘女士 3000元救助金。据了解，
在 5月 8日至 14日红十字博爱周
期间，共有来自东小口镇、沙河镇
等7名申请者得到区红十字会救
助。

北海心理救援队进校园

本报讯（北红）5月15日，受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教育局邀
请，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为北海
一中全体教师们举办了一期校园
心理危机干预知识讲座。讲座以
远程视频授课形式开展。

大佳何镇志愿者助力复课

本报讯（佳红）5月13日，为
助力幼儿园全面复学复课，浙江
省宁波市宁海县大佳何镇红十字
会和计生协会等单位组织志愿者
们走进大佳何中心幼儿园，配合
做好检测体温、检查口罩是否佩
戴规范、指引家长做好扫码等工
作，指导小朋友按固定路线走进
校园。

当涂县开展艺术课堂志愿服务

本报讯 （当红）近日，安徽
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红十字会组织
志愿者在行陈社区开展“益行计
划进当涂”暨红十字艺术课堂志
愿服务（第二期）活动，活动邀请
专业音乐老师为 50 名孩子开展
了音乐方面的培训和互动，受到
孩子们的欢迎。

东台表彰抗疫突出志愿者

本报讯（杨玉明）5月16日，
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在该市红
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为40名
新加入的红十字志愿者进行培训
并举行入队仪式，对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20 名红十
字志愿者进行了表彰。

新沂开展助残志愿服务

本报讯 （新红）5 月 17 日是
全国助残日，江苏省徐州市新沂
市红十字会组织市红十字志愿者
服务队的 30余名志愿者及 40多
名学生志愿者在博物馆门口，为
残疾人提供义诊、心理咨询、心肺
复苏急救培训、义剪等助残志愿
服务活动。

朝阳街道健康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 （徐嘉）5 月 16 日，
在第 10 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即
将到来之际，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朝阳街道红十字会联合朝阳爱
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碧浪
湖社区开展以“携手家医 同心抗
疫”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动。

巩留县发放公益关爱基金

本报讯（巩红）5月17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巩留县红十字会在哈萨克买里
社区举行 2020 年第一批张家港
（巩留）援疆公益关爱基金发放仪
式，为全县41名大病家庭送上关
爱。

红旗区开展助残活动

本报讯（旗红）5月17日，河
南省新乡市红旗区红十字会、龙
湾社区红十字工作站、中国好人、
新乡好人代表前往辉县参加主题
为“关心帮助残疾人，实现美好中
国梦”的第30个全国助残日活动。

溧水区开展养老照护活动

本报讯（葛润苏）5月20日，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联
合塘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悦心
居家养老中心，在塘东村老年活
动中心开展了“悦享运动 健康团
聚”手指操活动。

上杭县志愿者慰问残疾人

本报讯（周继章）5月16日，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红十字会蛟
洋志愿服务队、才溪志愿服务队
分别走访慰问各自片区的残友家
庭，为他们带去物资和慰问金，并
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及家庭经济发展情况，鼓励他们
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振作生活。

晋中获捐百万救助金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
省晋中银行通过晋中市红十字会
定向捐赠“爱心互助金”100 万
元，向疫情期间战斗在防控一线
的广大公安干警表达诚挚敬意。

鄂州救援队开展防疫消杀

本报讯（胡凌云 麻宏）5月
18日，湖北省鄂州市红十字救援队
对即将开学复课的程潮中学、泽林
中学实施了全面消杀。

■ 汪辉 李京儒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疫”
中，有这样一群人，怀揣对生命的敬
畏之心，逆风而行，迎难而上；不惧
危险，坚守岗位，汇聚点滴爱心，支
援一线；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
科学防范，在疫情之中筑起一道红
色防线……他们是河南省郑州市红
十字人。

截至 4月 30日，郑州市红十字
会接收疫情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
31,449,957.83 元,其中捐赠资金 19,
779, 001.67 元，捐赠物资价值 11,
670, 956.16 元；支出疫情捐款 19,
698,495.67 元，占接受捐赠资金的
99.59%；捐赠物资全部按照捐赠人
意愿送达抗疫一线。

市红十字会：严格要求自己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份郑
州红会人的默默坚守和付出。每一
个郑州红十字人，都以冲锋一线的
姿态，严格要求自己。

为第一时间发挥捐赠款物的作
用，市红十字会简化办事流程，提高
办事效率，对捐赠意向明确的定向
捐赠，经认定后由捐赠方直接将捐
赠物资送达受赠单位；对于非定向
捐赠，及时报市指挥部统筹调配。
同时主动接受郑州市审计局、市纪
委派驻纪检组跟踪审计和现场监
督，加强对捐赠款项分配、拨付和使
用环节的监管。

为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市红
十字会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通过
媒体、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
及时发布接受捐赠方式，坚持每天
公示捐赠收支情况。

市红十字会还通过广泛报道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捐赠信息，在社会
上形成良好氛围。一笔笔捐款，一
车车物资，鼓舞了抗疫斗志，坚定了
抗疫信心，保护了抗疫战士。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3
月 18 日起，市红十字会开展“送政
策送服务送温暖强信心”活动，积极
为爱心企业和个人代表送去口罩、
感谢信，帮助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
的难题。

捐赠者：他们这样表达爱

近日，市红十字会发出《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爱心捐赠者的感谢
信》，向全市各爱心团体、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1 月 27 日，市红十字会收到第
一笔来自上街吴智夫中医诊所的 2
万元捐款。自此，来自公众的爱心
捐赠源源不断。

河南正弘九如实业有限公司捐
款 1000万元，这是截至目前数额最
大的一笔捐款。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200 万元、河南
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00 万元、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捐赠 100 万元，泰
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捐款 100 万
元、河南正商龙湖置业有限公司捐
款100万元……

来自青海省化隆县的回族同胞
和青海省循化县的撒拉族同胞，他
们在郑州经营拉面餐饮生意，利润
微薄，却分别捐赠13600元和10000
元。

中原区爱心人士梁花，去年 3
月向市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用于
助学和助困；疫情发生后，在家人捐
款10万元后，再次捐款10万元。全
市成百上千的大中小学生纷纷捐出
压岁钱。河南工业大学 31 名学生
捐出特殊班费547.74元。

一件衣服穿了 20多年，但一次
就拿出节约下来的10万元，毫不犹
豫地捐给疫情防控工作。这是 88
岁的市发改委离休老党员罗荣昌的
初心与爱心。

为方便公众捐款，市红十字会
紧急开通微信捐赠入口，广大爱心
网友纷纷伸出援手，截至4月30日，
网友通过微信捐赠抗击疫情专项善
款达139867.11元。

志愿者：逆境中最美的风景线

1 月 28 日以来，市红十字水上
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开上宣传
车，走上街头，将防疫常识搬上显示
屏、编成顺口溜，来回播放。2月27
日，在河南省疫情防控第十八次新

闻发布会上，他代表全省志愿者介
绍了科学助力防疫的经验。

在这场战“疫”中，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红十字志愿者和服务团队，
他们积极响应市红十字会号召，主
动放弃假期、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日
子，自觉融入社会疫情防控大军，挑
起疫情防控社会责任。

疫情发生后，郑州红十字蓝天
应急救援队队员们穿上防护服，背
上喷雾器，在负责人李志鹏带领下，
深入132个社区、企业、单位、学校进
行义务消杀，出动车辆362台次、志
愿者 920人次，消杀面积达到 25万
平方米，受益群众 10万余人。2月
25日，李志鹏带队前往湖北黄冈，为
疫区医院运送新冠核酸检测仪。

市红十字法律工作志愿服务队
队长冯海河，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积极发起捐款、捐物资价值30余万
元，带领志愿者长期值守社区抗疫
一线，为社区居民开展测温、消毒、
送快递等服务，先后组织5批次100
余名志愿者献血。

疫情期间，志愿者义务搬运防
疫物资，搬运物资 15000余件，重达
近 50 吨。11 支志愿服务队 311 人
次志愿者自发辅助社区工作人员开
展登记、测温，为居民买菜、送快递
等服务。

“我们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无私奉献。你们都用实际行动弘
扬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市红十会工作人员表示。

点滴奉献，汇成星河
——河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战“疫”侧记

近日，应百胜镇丛林九年制学校邀请，重庆市涪陵区红十字会为该校
新复课低年级学生开展《新冠肺炎个人防护知识》讲座，助力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

图为同学们和老师互动，学习七步洗手法。 涪红/摄

助力复课

本报讯（李廖珍）5月20日，对
于50出头、为了温饱挣扎在农村的
劳动妇女季女士来说，和往常并没
有任何区别。但在这个有爱的日
子，她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大爱。
这一天，季女士向福建省龙泉市红
十字会捐赠5200元。

生活对于季女士来说，一直很
艰难。大儿子刚出生就患有严重的

心脏病，为给大儿子治病，她倾家荡
产。2016年，她得到龙泉市政府办
公室等8家单位工作人员共5100元
的捐助，虽然孩子最终还是走了，但
陌生人的温暖让她始终牢记在心。

近日，季女士和丈夫商量，要把
前几天两人刚领到工资捐到红十字
会来，“希望能把这份爱心一直传递
下去”。

“520”，龙泉红会收到捐款5200元

本报讯 （涂文涛 刘雨彤）近
日，“抗疫满分县”湖北省英山县红
十字会会长黄伟发力“直播带货”，
在中国红十字会联合河南气象官方
新媒体平台发起的“天然氧吧，县长
来啦”助农直播平台，和河南省光山
县副县长邱学明携手连线直播。

英山县在直播现场重点推介石
镇白果面、野山香云雾茶、神峰开味
小菜、手工油面、桑叶茶、石斛花等
六大系列产品，光山县重点推介茶
籽油，两县县长分别对对方的产品
情有独钟，互相表示将在当地力推，
让这些地道的农产品走向更大市
场。

据统计，当天共有201.5万名网
友在各大直播平台在线观看，直播
现场线上订单3800单，销售额近50
万元。

据悉，红十字博爱周期间，湖北
省红十字会联合荆楚网举办“助力疫
情防控 红十字救在身边”主题抖音
短视频大赛。大赛以“云端红五月”
为话题，得到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广
大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和群众的积极
响应，他们或录制“我是红十字人”主
题宣誓，或录制红十字抗疫人物或事
迹，或普及疫情防控、应急救护、防灾
减灾知识，方式多样，突出了主旋律，
传播了正能量。

英山县红会直播带货，销售额近50万元

本报讯（东红）5月14日，浙江
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社区公望
社区红十字会员小组举行成立仪
式。以社区书记为组长，社区干部、
辖区部分单位代表、居民代表为成
员的红十字会员小组为社区红十字
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至
此，东洲街道社区红十字会员小组
实现全覆盖，街道红十字会工作迈
入新阶段。

近年来，东洲街道红十字会组
织基础不断得到完善，工作特色明
显，成为富阳区首批红十字示范乡
镇（街道）。街道红十字会以博爱家
园、红十字博爱学校、红十字曜阳老
年公寓等为载体，积极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困难救助、志愿服务等活
动，弘扬红十字精神，多项工作在全
省乡镇（街道）红十字会工作中走在
前列。

东洲街道社区红十字会员小组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 （成红）为做好汛期自
然灾害应急工作，提高易受损群体
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5月
19日，由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红十
字会、区农业和水务局、区应急管理
局共同举办的“百场应急安全知识
和能力培训进社区”活动正式启动。

首批培训在东沙路社区、红花
堰社区、天鹅社区等 6 个社区同时
进行。培训中，区红十字会近20名
专业救护师资分组前往 6 个社区，
为社区居民、网格员、志愿者开展以

地震、火灾、汛期安全为主的救护知
识和技能培训，同时普及红十字会
法，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和文化。

除讲座外，培训还开设了有奖
问答和心肺复苏等救护体验，互动
的方式让更多群众自愿参与，切实
提升了居民们的安全意识和基本救
护技能，首批培训近 500 名群众参
与。

据悉，活动持续到6月底，将覆
盖全区所有社区。

成华区红会为提高易受损群体自我保护能力

启动“百场应急安全知识和能力培训进社区”活动

■ 沧红

4 月 28 日上午，河北省沧州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们在青县7所
学校和幼儿园展开防疫消杀工作。
队员们戴着口罩、挎着喷雾枪、手握
喷筒管对每一间教室进行全面消
杀。

工作完成后，队员们脱下一次
性防护服，浑身湿透。这是疫情发
生以来，沧州红十字蓝天救援队进
行的第84次公益消杀。

疫情当前，主动请战

2月3日起，沧州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主动与市区各街道办事处联
系，为有需求的小区进行公益消杀。
不少小区负责人报了名。沧州红十
字蓝天救援队开始了他们的消杀之
旅。

渐渐地，一些企业、村庄、学校
等也主动联系队长李斌，希望救援
队能帮助消杀。救援队有求必应，
近三个月，他们的足迹遍及沧州市
区、河间、任丘、肃宁等地，对该市
157 所学校和幼儿园、33 家企业和
单位、176 个社区和村庄，共 1254
万余平方米的公共场所进行了消
杀。目前，这一爱心行动仍在进
行。

每人30公斤,每天3万步

每次接到任务，队员们都要在
现场兑好消毒药剂，穿戴好一次性
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橡胶手套等，
然后背着 30 多公斤重的消毒药桶
和弥雾机，进行消杀。

救援队副队长麻阳说，每次消
杀作业，他们会出动 10 余人，大家
轮流上阵。上午忙完，中午抓紧时
间吃点方便面之类的食物，在车里
休息 1 小时后，下午接着干。最忙
的时候，每天要消杀十几个小区，每
个人要走3万多步。

“平地上干活还好些，来回爬楼
梯干活就很累了。背着 30 多公斤
重的东西，穿戴着防护装备，呼吸又
不畅，只能咬牙坚持。”麻阳说。

“才不是‘自讨苦吃’”

队员徐海燕是个生意人，一年
前加入沧州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疫
情发生后，她参与了十几次消杀行
动，主要负责配兑药水。

一桶药水，约 20分钟就喷洒完
了，需要重新配兑。

“消毒药剂味道很浓烈，即便队
员们有防护装备，也被熏得咳嗽、嗓
子疼。大家脱下防护服后，满身大
汗，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冷风一

吹冻得直打哆嗦。”徐海燕说。
为了让主力队员歇口气，徐海

燕总是主动背起机器和药水，上阵
喷洒药物。“回到家，我的衣服还是
湿的，肩膀上也勒出了血印子，双腿
又酸又疼。家人怪我‘自讨苦吃’，
但我奉献了爱心，收获了快乐！”徐
海燕笑着说。

只想早日战胜疫情

救援队督查组组长刘炳光说，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时，防疫物资紧
缺，群众需求却很高。虽然爱心人
士捐赠了 17 台弥雾机和一些消毒
药剂，但是这些物资远远不够用。
他们想尽办法，自费购买了一些防
护装备和消毒药剂。一次性防护服
不好买，大家就连续穿多次，直到破
了才扔掉。

队员们不仅没有一分钱报酬，
还要搭钱贴物，出人出车，可是他们
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一天中午，他们干完活儿，找不
到餐厅吃饭，本想啃方便面、喝点儿
牛奶，没想到社区工作人员送来了
烧饼和榨菜。有的社区还特意为队
员们发来感谢信。

“能为疫情防控做点贡献，我们
都很高兴。希望能早日战胜疫情。”
这是全体队员们的心声。

搭钱贴物，出人出车，沧州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为复工复学，宁愿“自讨苦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