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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红十字志愿者基层红会信息

曲靖召开五届四次理事会
本报讯（李正莲）5月20日，

云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召开第五
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定
市红十字会 2020年工作报告、财
务收支情况报告及《曲靖市红十
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依法
变更理事、监事，选举副会长。市
红十字会监事会通报了 2020 年
专项监督检查情况并安排 2021
年工作。

临沂开展社区“双报到”志愿服务
本报讯（临红）5月21日，山

东省临沂市委办公室、市红十字
会组织单位党员干部赴“双报到”
社区——兰山区柳青街道大官苑
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社区

“双报到”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健
康义诊、救护知识普及等服务。

武侯区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
本报讯（武红）5月25日，四

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十字会、区
卫健局、区民政局在潮音社区联
合开展“关爱随行，温暖于心”心
理健康宣传活动。

廊坊召开红十字系统业务推进会
本报讯（廊红）5月20日，河

北省廊坊市红十字会召开 2021
年全市红十字系统业务推进会暨
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工作
会，总结 2020年全市红十字会工
作，推进 2021 年各项业务工作，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邳州深入博爱家园暖民心
本报讯（邳红）5月21日，江

苏省邳州市红十字会联合邳州康
华医院深入博爱家园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分别为港
上镇石家村、官湖镇授贤村、议堂
镇议堂村、新河镇胡圩村的困难
群众送去应急家庭箱、夏凉被、食
用油等慰问品。

泉港区开展学党史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泉红）5月18日，福

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红十字会联合
泉港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前往三朱
支部旧址开展“红军路 人道情”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重
走红军路，探寻红色记忆。

惠山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石尉）5月19日，江

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十字会赴梅
园“梅开五福·廉聚五心”廉洁文
化教育专线开展了“风华百年
廉心永驻”廉政主题党日活动。

瑞安“三服务”进海岛
本报讯（孙晓波）5月20日，

浙江省瑞安市红十字会组织党员
干部和志愿者来到北麂乡，开展

“三服务进海岛”活动。活动现场
举行应急救护培训，为海岛居民
生产、生活保驾护航。

东阳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讯（东红）5月24日，浙

江省东阳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
字救援队、江北小学教育集团共
同开展小学生防溺水安全实践教
育活动，市红十字救援队员在江
北爱上室内游泳馆为 30 余名小
学生讲解防溺水、溺水自救、岸上
救援及心肺复苏等知识和技能。

河口区志愿者保障“彩虹跑”
本报讯（河红）5月23日，山

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彩虹跑”活动
正式开幕。为保障参赛选手的安
全，河口区红十字会组织应急救
护志愿服务队，为比赛提供应急
保障志愿服务。

黄山区参与保障摩托车越野赛
本报讯 （李松筠）近日，第

16 届中国宝马摩托车越野赛在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举行，黄山
区红十字会救援队 13 名队员全
程参加赛事保障救援工作。

袁州区举办“养老护理员培训班”
本报讯（汤子怡）5月26日，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会举
办了为期 3 天的“养老护理员培
训班”开班式，共计 42 人参加培
训，进一步提升养老护理员队伍
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

双峰开展关爱精神病人志愿服务
本报讯（肖成树 彭灿波）5

月22日，湖南娄底市双峰县红十
字会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开展关爱
精神病患者志愿服务活动。30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携衣物和食品
等价值近6万元的物资来到该县
精神病医院慰问病友。志愿者与
部分病友和医务人员一起开展拔
河、传递呼啦圈、运气球等互动游
戏，让病友重燃生活希望。

■ 记者 李颀

北京市西城区的西单献血小
屋，常向明已经在此工作 10 个年
头。

2011年，西城区红十字会为挽
救白血病患者，在各个街道、社区贴
出志愿者“招募令”，常向明和几位
朋友被家门口的启事吸引了。“那
时，我了解到许多患者因为不能及
时找到匹配的造血干细胞而耽误治
疗，还有人在等待中失去了生命。”
那是她第一次感觉血液病、白血病
距离自己这么近。

此后，常向明每天抱着书学习
相关知识，准备成为一名红十字志
愿者。不到 1 个月，她就穿上了红
马甲，赴西单献血小屋报到上岗，并
于同年加入西城区红十字会“牵手
希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

退休老人“再上岗”

“如果我可以劝一个健康的人
献血，并且加入中华骨髓库，就有可
能挽救一个家庭。”怀着这份信念，
常向明开启了志愿服务生涯。

“您是第一次献血吗？献血常
识了解一下？”在西单联通大厦献血
方仓工作期间，常向明总是耐心向

献血者解释相关知识。她还会不时
问问对方：“愿不愿意留下血样，加
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志愿者之初，常向明对献
血知识了解不多，血液类型有多少
种、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献血
前后要注意什么、志愿者献血时出
现不良反应该如何应对……一个个
专业知识让不少志愿者打了退堂
鼓，可常向明硬是横下心，没掉队。

“一开始胆子小，都不敢看他
们。”起初，常向明面对献血者会紧
张，很少交流。后来，她开始观察每
一位献血者，根据每个人的状态调
整语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
沟通办法。

“来献血的人大多已经做好准
备，并不用过多劝导，只需用热情接
待打消人家的疑虑、用专业知识解
答对方的问题、用细心服务做好保
障工作。这么一来，准成。”常向明
说。

至今，志愿服务已成为常向明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闲时，她
还担任过学雷锋志愿者、环保志愿
者、平安地铁志愿者、社区志愿者、
治安志愿者、科普志愿者……在街
头巷尾的志愿活动里，总能见到“常
阿姨”的身影。

常向明每周的时间都安排得满
满当当，帮独居老人送菜、为社区清
洁出力，有时忙得没办法坐下来好
好和家人吃一顿饭，但她乐在其中。
她认为：“志愿服务是工作，也是对
生活的热爱。”

一腔热血，十年坚守

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献血，但
大多数人听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就会
退缩犹豫，这是最让常向明头疼的
事，“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重要性和安全性，有些人的
认知还停留在‘抽骨髓’伤害身体
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常向明和

“牵手希望”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只得
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安抚。

虽然遇到很多难题，但常向明
还是坚持向每一个来献血的志愿者
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献血后
留下6毫升血样，就留下了希望”。

2013年夏，一群学生从河北省
廊坊市来到北京，他们在西单献血
屋做造血干细胞的留样登记，并志
愿加入中华骨髓库。常向明对同学
们结伴登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举动
有些好奇，她询问过才知道，原来他
们班上一个同学得了白血病急需进
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虽然配型

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是他们还
是坚持来北京献出自己的力量，“即
使这次帮助不到这位同学，将来或
许有一天能够帮助其他类似的患
者”。这帮可爱的同学让常向明深
受感动，也让她坚定了做好造血干
细胞捐献工作的决心。

2020 年护士节那天，5 名年轻
女士来到献血屋，她们告诉常向明：

“我们的孩子是血液病病友，正在医
院接受治疗。孩子们在医院得到了
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和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的关心帮助，我们希望通过
参加无偿献血和加入中华骨髓库的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以这
种方式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常向明觉得：“志愿者要做的事
情还有很多，才能把爱传递下去。”
在她和其他志愿者的努力下，“牵手
希望”团队已拥有 30 余名队员，志
愿服务总时长已超过两万小时。在
团队的动员下，有 5000余人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
捐献22例。

一直在与时间赛跑

10年，远远不够。常向明想在
志愿服务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直
到干不动为止”。

2015年，常向明代表志愿服务
队携一份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从北京
飞往广州，为一名等待手术的患者
送去“生命的种子”。那是她第一次
参与造血干细胞运送工作，一路上，
她像揣着宝贝一样紧紧抱着保温
箱。

当晚，常向明和同伴成功抵达
患者所在医院。“当时患者已经进无
菌舱等待了，见到我们这些来自北
京的志愿者，患者的妻子眼泪一串
串往下掉，一直喊着‘有希望了，有
希望了’。”常向明说，不论是捐献者
的无私大爱，还是受捐者重获新生
的喜悦，这些回馈一直鼓励、温暖着
她，那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收获。

如今，常向明年逾六旬，依然要
求自己每天至少工作 4 小时。有
时，她会骑着电动车去社区、学校开
展宣传活动，一天跑下来也不觉得
疲惫。几年奔忙，光电动车就换了
两辆，她说：“总觉得电不够使，还想
再快一点儿，再多做一些。”

对于未来，常向明还有很多心
愿，她希望入库志愿者的电话能打
通；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再铺得
广一些；更多人加入“牵手希望”志
愿团队，但她最大的心愿还是“多一
次成功捐献，少一次遗憾”。

“小屋”里的热血十年
——记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代表、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志愿者常向明

5月25日，江苏省南京市麒麟科创园学校红十字会组织全体师生进
行防震安全演练及应急救护知识竞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
和自救互救能力。 （何善叶）

竞 赛

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
各地红十字会举办纪念“5·8”世界红十字日活动（六）

防范灾害风险 筑牢安全基础
各地红十字会举办纪念“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三）

金牛区
近日，四川省成都
市金牛区红十字

会围绕“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
全发展基础”的主题，在赛云台社
区、迎宾路社区开展防灾减灾科普
知识宣传暨应急演练进院落活动。

苍溪
5月12日，四川省广元
市苍溪县红十字会联

合苍溪县应急管理局，组织苍溪县
红十字救援队和部分红十字志愿者
举行应急救援培训演练。

蒲江
5月12日，四川省成都
市蒲江县红十字会联

合县应急管理局在天华学校开展防
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

达州
5 月 8 日，四川省达州
市红十字会在达州中

医药职业学院举行 2021 应急救护
推进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普及应
急救护知识。

梁平区
5 月 12 日，重庆市
梁平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减灾委多个成员单位开展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红十字救在身
边”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
应急救护和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

武鸣区
5 月 12 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

武鸣区红十字会、消防大队、应急管
理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主题为“防范
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宜昌
5月11日，湖北省宜昌
市红十字会举行全市

第二届“华厦眼科杯”红十字应急救
护技能大赛暨应急救护演练，并动
员红十字志愿者参赛。

老边区
5 月 12 日，辽宁省
营口市老边区红

十字会联合区教文体局、应急局走
进区实验小学，举办全国防灾减灾
日暨校园应急疏散急救演练。

珠海
5月11日，广东省珠海
市红十字会、香洲区

红十字会联合茂盛社区党委在茂盛
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以“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为主题的应急救护培
训，让社区居民尤其是港澳同胞在
家门口学习救护技能。

临沭
5月12日，山东省临沂
市临沭县红十字会组

织志愿服务队在县文化广场开展防
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向过往群众普
及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救护技能。

利津
5月 8日至 14日，山东
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

字会开展以“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
牢安全发展基础”为主题的集中宣
传活动，与群众面对面，传授防灾减
灾、疫情防控等相关知识。

上虞区
5 月 12 日，浙江省
绍兴市上虞区红

十字会与区应急管理局等多个单位
在金鱼湾社区爱心广场开展全国防
灾减灾日志愿服务活动。

昭通
5月12日，云南省昭通
市红十字会携手昭阳

区红十字会通过建立咨询台、发放

宣传资料、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教学
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应急救护技能。

唐山
5月 8日至 14日，河北
省唐山市以“防范化

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为
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内容包括防震
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护等。

献县
5月12日，河北省沧州
市献县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积极参与全县防灾减灾日宣传
活动，向群众普及应急救护技能。

南昌
5月11日，江西省南昌
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应

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红十字雄鹰
救援队在红谷滩赣江流域开展全国
防灾减灾日多部门联动水域应急救
援综合演练。

宜丰
5月12日，江西省宜春
市宜丰县红十字会、

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县实验中学
参与全国防灾减灾日地震应急演
练，发放宣传资料600余份。

峡江
5月14日，江西省吉安
市峡江县防灾减灾办

和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红十字会等
单位，在县邮政广场举办“关爱生
命、救在身边”主题宣传、体验活动，
共服务群众200余人次。

永新
5月12日，江西省吉安
市永新县红十字会携

手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应急管理局
等部门联合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日活
动，吸引众多群众参与。

玉溪
5月7日，云南省玉溪
市红十字会举行纪

念世界红十字日座谈会。市红十
字水域救援队联合喵潜锤头鲨潜
水中心，在抚仙湖开展环保行动。

迪庆
5 月 8 日，云南省迪
庆州红十字会召开

会议纪念世界红十字日，并启动
2021年“爱心募捐日”活动，募捐
将持续至7月30日。

大理
5 月 8 日，云南省大
理州红十字会纪念

世界红十字日暨“生命之约·大爱
传递”活动在大理州图书馆举行，
现场成立 4 支志愿服务队，并进
行网络直播。

临沧
5 月 8 日，云南省临
沧市红十字会开展

纪念世界红十字日暨“5·8”博爱
周活动，开展义诊、无偿献血宣传
等活动。

衡东
5 月 8 日，湖南省衡
阳市衡东县红十字

会举行系列活动，宣传心肺复苏、
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
和人体器官捐献及防灾避险等知
识。

大同
5 月 8 日，山西省大
同市云冈石窟红十

字救护站揭牌仪式暨世界红十字
日应急救护演练活动在云冈石窟
景区举行，为游客提供快速、便
捷、有效的应急救护保障。

灵石
5 月 8 日，山西省晋
中市灵石县红十字

会开展以“助力‘健康中国’红十
字救在身边”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向群众宣传无偿献血、防灾减灾、
自救互救等知识。

洛阳
5 月 8 日，河南省洛
阳市红十字会联合

涧西区红十字会举办以“关爱生
命 救在身边”为主题的广场活
动，4 支送医志愿服务队开展义
诊服务。

信阳 5 月 8 日，河南省信
阳市红十字会联合

浉河区红十字会开展“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为主题的世界红十字
日纪念活动，提升群众应急救护
能力。

新乡
5月8日，河南省新乡
市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世界红十字日宣传活动，内容包
括疫情防控、造血干细胞捐献、遗
体（器官）捐献、应急救护等。

南乐
5 月 8 日，河南省濮
阳市南乐县红十字

会在政和广场开展以“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医疗专家志愿者为群众义诊。

大连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
红十字会举办“百年

红心 人道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暨纪念世界红十字
日宣传纪念活动，同时启动市重
点民生工程——公共场所布设自
动体外除颤器（AED）项目。

丹东
5 月 8 日，由辽宁省
丹东市红十字会、

辽东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世界红十
字日公益培训暨“红十字博爱周”启
动仪式在辽东学院举行。

鲅鱼圈区
近日，辽宁省
营口市鲅鱼圈

区红十字会组织救护师资及志愿者
40 余人在望儿山开展应急救护志
愿服务活动。

白银
近日，甘肃省白银市
红十字会在全民健身

广场开展集体宣传活动，救护师资
手把手指导群众学习心肺复苏急救
法，共出动志愿者80余人次。

泉州
5 月 8 日，福建省泉州
市各级红十字会举办

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通过开展
红十字应急救护“六进”和防灾减灾
宣传系列活动，助力推进乡村振兴
和城市建设提质步伐。

长乐区
近日，福建省福州
市长乐区红十字

会在红十字博爱驿站开展主题为
“关爱生命，救在身边”的红十字应
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活动。

长汀
5 月 8 日，福建省长汀
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

健局组织实施“健康卫士”志愿服务
项目；联合县妇联开展 2020 年“母
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

玉屏
5 月 8 日，贵州省铜仁
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开

展主题为“红十字救在身边”急救知
识进校园活动，向学生和老师传授
心肺复苏、溺水救援等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

克拉玛依
5 月 4 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红十字会主办的“5·8
博爱周”拉开帷幕，市红十字会开展
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等活
动，共有123人加入中华骨髓库，90
人参与无偿献血。

齐齐哈尔
5 月 8 日，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

市红十字会及 16 个县（市）区红十
字会同步开展纪念世界红十字日

“关爱生命，‘救’在身边”主题宣传
活动，普及宣传应急救护、防灾减
灾、遗体（器官）捐献等知识。

长春
5 月 8 日，吉林省长春
市红十字会联合长春

世界雕塑园举办“关爱生命、救在身
边”纪念世界红十字日暨“红十字博
爱周”宣传活动。长春世界雕塑园
红十字志愿服务站、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站揭牌启用。

延边州
5月8日，吉林省延
边州首家面向市

民群众的社区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在
延吉市新兴街道民泰社区正式挂牌
成立。该项目是州红十字会切实落
实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屯溪区
5月8日，安徽省黄
山市屯溪区红十

字会联合红十字救援队和爱心企业
共同走进奕棋镇中心小学，宣传防
溺水安全教育、应急救护等知识，赠
送书籍和体育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