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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招远筹款居全市首位

本报讯 （招红）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红
十字会累计接受款物突破新高，其
中捐款2032.39万元，接受物资价
值719.05万元，捐款总额位居烟
台市各县市区红十字会首位。

乌拉特中旗助力复课

本报讯（乌红）5月25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
旗红十字会向全旗各中小学校捐
赠 7 台智能测温人脸门禁一体
机，价值6.86万元，助力该旗各中
小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盐城召开改革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盐红）5月25日，江
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系统召开全
面深化改革工作座谈会。会上，
各县（市、区）红十字会汇报交流
了本地红十字会改革工作相关情
况；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乔静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江干区助力民兵应急能力提升

本报讯（江红）5月27日，浙
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急救讲
师团应邀走进四季青街道人武
部，“一对一”“手把手”传授心肺
复苏、AED（自动体外除颤器）使
用等知识技能，助力基层骨干民
兵应急综合素质提升。

千阳县考核获四项奖励

本报讯（李涛）5月26日，陕
西省宝鸡市千阳县 2019 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县红十字会获“创先争优先进单
位”等四项殊荣。

白云矿区捐资助学

本报讯 （白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白云矿区红十字
会、区退役军人事务所、区教育局
在市第十八中学组织开展捐资助
学仪式，为 10名中学生和 3名大
学生送去助学金65000元。

腾冲为边境卫生应急队授旗

本报讯（腾红）5月22日，云
南省保山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健
委、市外办在腾冲市人民医院举
行“腾冲市边境卫生应急队”授旗
仪式，并开展了相关培训，着力打
造一支边关卫生应急队伍。

靖边举行捐赠活动

本报讯 （李文春）近日，陕
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十字会赴县
北郊九年制学校开展“防疫助学、
呵护下一代”爱心捐赠活动，共捐
赠教学用书及课外读物600余册。

东台举行公益讲座

本报讯 （杨玉明）近日，江
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
与市中医院共同举行红十字青少
年控糖公益讲座，邀请资深糖尿
病防治专家直播儿童家庭糖尿病
如何防治、如何过早干预等知识，
吸引80余名红十字青少年参与。

鄠邑区为会员单位授牌

本报讯（吴娟）5月21日，陕
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举行
团体会员单位集体授牌活动，为
20个镇街、企事业单位等首批会
员单位授牌。下一步，区红十字
会将密切联系各团体会员单位，
指导开展红十字会相关工作。

良庆区慰问艾滋病患者

本报讯 （施莉萍）近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红十
字会联合城区防艾办、疾控中心、
各镇卫生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组织开展关怀艾滋病患者活
动，慰问 10 名艾滋病贫困人员，
共发放慰问金3000元。

环渚学校举行会员入会仪式

本报讯 （臧杰）5月 27日，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浙江
省湖州市环渚学校红十字会举行
新会员入会仪式，该校86名二年
级学生入会。

临沂急救培训走进乡镇

本报讯（临红）5月22日，山
东省临沂市红十字会组织应急救
护培训师赴帮包工作乡镇——兰
陵县芦柞镇开展红十字生命救护
知识培训活动。市红十字会相关
工作人员及 100 余名乡镇、社区
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鼓楼区组织学习竞赛知识点

本报讯（王风琴）5月25日，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志愿
者在青岛路社区组织居民学习中
国红十字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
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知识点。

■ 内红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身为红十
字人，最重要的，就是把大家的爱
心，第一时间传递到战‘疫’一线。”

罗德育是四川省内江市红十字
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疫情
防控期间，她主要负责接收捐赠物
资，收集统计各县区数据报表，并协
助有关部门把捐赠物资调拨到最需
要的抗疫一线。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之后，捐
赠数量开始减少，我们的工作也逐
渐恢复正常。”疫情防控之初，罗德
育曾一天接二三百个捐赠电话，也
曾凌晨还在机场等候捐赠物资，还
曾无数次穿梭于各大小区接收爱心
捐赠。

一天最多接二三百个电话

见到罗德育时，她手中正拿着
一部新手机，核对捐赠信息。

换这部新手机是有原因的。1
月21日，内江第一时间启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后，市红十字
会迅速畅通捐赠渠道，原本一天只
接通几次的捐赠电话，突然变成“热
线”，一天到晚响不停。

为了不漏接一个电话，罗德育
主动申请，将捐赠电话全部转接到
自己手机上，从那时起，她一天要接
二三百个电话。

“每一个电话背后都是大家想

为疫情做贡献的心意。”无论在吃饭
还是在其它时间，每接到一个爱心
捐赠电话，罗德育都立刻在笔记本
上把内容记录下来。

她的笔记本里，清楚记录着接
过的每一个电话：1月29日，市中区
全安镇种植户，希望捐赠蔬菜给武
汉；1月31日，东兴区汉安大道一居
民希望捐赠消毒液给医务人员……

为方便捐赠人咨询，罗德育的
个人微信变成了公共微信，微信好
友从原来 100 多个人，一下子“涨”
到 400 多人。由于手机内存太小，
每天要接收众多捐赠者发来的图
片，慢慢地，原本的手机已装不下这
么多信息，又不能删掉，罗德育只好
换了一部新手机。

凌晨还在机场等待捐赠物资

1 月 24 日，内江确认首例新冠
肺炎患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此
时，和全国各地一样，内江也面临防
疫物资紧缺的问题。

危急时刻，境外爱心人士向内
江捐赠一批物资，需要内江派人到
机场接收，罗德育再次被派上前线。

当天下午3时，飞机抵达成都。
罗德育和志愿者们一起帮忙卸货，
一直忙到晚 11 点才接收到给内江
的捐赠物资，抵达内江时已经是凌
晨1 点多。

把这批口罩放上车，罗德育一
点也没觉得疲惫，反而很安心，“再

苦再累也值得！”
那段时间，罗德育每天工作时

间长达 15 个小时，什么时候吃饭、
几点吃饭、甚至吃没吃饭，她自己也
记不清楚。白天，除了做好捐赠款
物的联系、接收、入库之外，她还要
指导各县（市、区)接收捐赠款物，直
到晚上才有时间整理资料、数据，填
写报表。

抗疫期间，罗德育每天奔走在
办公室和仓库之间的“两点一线”，
每天要走2万步以上。原本有些失
眠的她，倒下就能入睡，一听到捐赠
电话，马上又清醒过来。

“作为红十字人，我很自豪”

“每次戴上工作证，上面的‘红
十字’都让我感受到红十字人身上
的责任和使命。”疫情防控期间，罗
德育和同事们坚持佩戴工作证，每
天在感动无数人的同时，又被无数
人感动着。

截至 5月 25日，市红十字会市
接收捐赠款物价值 3614.972788 万
元。看着这个数字，罗德育感到十
分欣慰。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
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仿佛一束束温暖的光照亮了内
江，让我也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罗德育说，“作为红十字人，为内江
疫情防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很
自豪。”

我自豪，我是红十字人
——记四川省内江市红十字会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罗德育

5 月24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组织新、老队员开展
SRT绳索技巧训练。训练中，老队员在进一步提升技能的同时，认真对新
队员进行传帮带，帮助新队员成长，尽快提升战斗力。 曲波/摄

提升战斗力

本报讯 （周健）近日，为提升
在校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江苏省
南京市红十字会积极组织拍摄预防
艾滋病公益微电影《青春有悔》，希
望通过在校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真实故事，为社会尤其是在校学生
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目前，该片即

将开机拍摄。
5 月 26 日，市红十字会组织举

行了该部微电影的演员招募活动。
来自全市的 20 多位专业及业余表
演志愿者报名参加了面试。市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敏亲
自参加面试。经过严格选拔，近 10
位志愿者脱颖而出。

艾滋病是一种全球流行的传染
病，已有超过 4000万人被感染。不
安全的性行为是其主要传播途径。
据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约100万人。在近几年新发
感染者中，在校学生的比例上升明
显，仅南京市就有多所大学的近百
名学生被感染，在校学生成为艾滋
病传播的高危人群，而且感染人数
增长速度较快。

市红十字会希望通过公益微电
影，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校学生了
解艾滋病现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远离艾滋病。

■ 陈盼 夏声朝 易芳

初夏时节，湖南省长沙市长沙
县高桥镇腾辉茶园内，新长出的绿
茶青翠欲滴。该镇金桥村 67 岁的
采茶工冯文娱挎着竹篮，熟练地采
摘茶叶：“多亏了合作社，茶叶让生
态环境变美了，我们还能赚钱补贴
家用！”

冯文娱是金桥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女儿远
嫁，家中只剩她一人，生活基本无经
济来源。近几年，她和村上的其他
村民，一起加入了腾辉茶苗繁殖专
业合作社，过上了采茶、制茶，脱贫
致富的新生活。

“合作社有专家技术指导，茶叶
生长季节就采摘茶叶，其他时候还
能去茶苗繁育基地除草、扦插。我

们年龄大了不方便出门，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真的蛮好哩！”冯文娱笑
着说。

高桥镇是名茶之乡，气候温
和，海拔适中，出茶品质好。银峰

茶自创制以来就是接待贵宾的佳
茗，先后得到毛泽东、宋庆龄、王震
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
和鼓励。2017年，金桥村腾辉茶苗
繁殖专业合作社以实施湖南省红

十字会博爱家园生计发展项目为
契机，服务社员，抱团扶贫，共同致
富。

腾辉茶苗博爱家园项目负责人
王建是一名资深的技术员。他介
绍，目前基地以银峰、湘波等名茶为
主打产品，共有母本园 36 亩、茶苗
繁育基地 54 亩。基地吸收当地村
民，优先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合作
社，目前有社员30多名。

目前，合作社为周边省 10余个
县的困难群众提供优质茶苗，茶苗
远销江西、河南、湖北等地。年总产
值达 300 万元以上，净利润 30 万
元。自生计发展项目实施以来，共
带动当地 18 户困难户走上种茶脱
贫致富路，抱团扶贫人均增收 8000
元，周边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与
美化。

2019 年 7 月，合作社在当地政
府指导下，在红十字会支持下，走向
了农旅、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
路，购买了一批先进制茶设备。“今
年，合作社将以采茶、制茶、品茶，民
宿体验为一体打造相关活动，通过
项目带动、文化拉动，进一步加大精
准扶贫力度，推动茶文化传播和美
丽乡村建设。”说起下半年的规划，
王建信心满满。

腾辉茶苗博爱家园项目在致力
产业扶贫的同时，也成立了一支志
愿服务队——腾辉茶苗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合作社的社员大多加入了
腾辉茶苗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服务
队定期开展慰问孤寡老人、应急救
护培训、健康讲座等志愿服务活动，
在助农物质脱贫的同时，也丰富了
村民们的文化生活。

绿了银峰，富了茶农，美了乡村，长沙县腾辉茶苗博爱家园

抱团扶贫，人均增收 8000元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远离艾滋病，南京市红会

即将开拍公益微电影《青春有悔》

本报讯 （温红）自 2016 年年
底首次在公共场所投放 4 台 AED
（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开始，浙
江省温州市逐步加大 AED 投放力
度，截至目前，该市已在公共场所
投放 AED162 台，每万人拥有量达
到 1.3 台 ，提 前 实 现《健 康 浙 江
2030 行动纲要》提出的“到 2030
年，全省公共场所每万人自动化
体外心脏去颤器（AED）配备率达
到 1-2 台”的工作目标，AED 人均
拥有量居全国前列。目前，该市

已实现全市各重点公共场所 AED
全覆盖。

AED 与心肺复苏的早期有效
配合使用，是抢救心跳骤停猝死患
者最有效的手段，被称之为“救命神
器”。为进一步提高AED的宣传和
使用，2019年，市红十字会对全市5
万多名群众开展急救知识和 AED
操作技能培训，当年新增救护员人
数占户籍人口数的 0.31％，急救知
识普及率达到3.80％。

为方便市民使用，市红十字

会还推出“AED 设备导航”小程序
和“共享医生”APP，市民不仅可以
通过手机找到每一台 AED 的所在
位置，还可以找到周边最近的救
护员并进行呼救，有效解决急救
现场和急救设备及救护员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提高了现场抢救成
功率。

接下来，市红十字会将进一步
加强市民 AED 操作使用和急救知
识培训，为提高市民健康素养、推动
健康温岭建设贡献力量。

温岭：每万人拥有AED1.3台
全市各重点公共场所实现AED全覆盖

本报讯（汪德琪 袁云）近日，
云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监事会专项
监督检查数据显示，市红十字会去
年募集调拨了总价值 3800 余万元
的品牌毛衣等物资，支持全市 200
余家“爱心超市”建设。

2019 年，市红十字会理事会
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体系投入 2000
万元以上物资，支持 100 家爱心超
市建设，陆续推出“助学金帮扶困
难学生”“‘轻松筹’帮扶大病困难
家庭”“通过‘爱心超市’及人道救
助关爱困难群众”“挂包帮’促进
联系点脱贫出列”等一系列项目。
市红十字会执委会先后 4 批次核
实研究“爱心超市”物资申请，下
拨浙江浅秋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捐
赠 的 毛 衣 、衬 衫 、帽 子 、棉 被 共

69590 件（顶、床），总价值 3878 万
元。

物资通过曲靖经开区、市强制
戒毒所等 17个单位（含6家县级红
十字会）以及宣威市、会泽县等地
21 个乡镇人民政府，用于支持 203
个“爱心超市”建设及部分困难群众
救助。麒麟、沾益、师宗等地在物资
执行中，积极探索拓展红十字基层
组织覆盖、参与社区治理、推动人居
环境提升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等
做法并取得成效。

截至今年 4 月中旬，全市红十
字系统已发放物资 41084 件，价值
2316.54万元，执行率达60%。

接下来，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将
结合脱贫攻坚“爱心超市”计划，陆
续组织发放剩余物资。

为助力脱贫攻坚，曲靖市红十字会

支持200余家“爱心超市”建设

本报讯（信红）5月27日，2020
年河南省信阳市“志愿服务乡村行”
活动启动暨市级专业志愿服务分队
授旗仪式在市会展中心举行，市红
十字会组建的信阳市关爱帮扶志愿
服务队参加授旗仪式。

信阳市关爱帮扶志愿服务队将
组织红十字医疗专家和应急救护志
愿者走进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试点县，参与志愿者 60 人次以上，
全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5次以上。

一是开展“红会送医志愿服务
活动”。组织市中心医院、市中医
院、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市级医疗机
构优秀专家志愿者，组建“信阳红
会送医计划”志愿服务队，深入试
点县乡镇、村开展以养老照护、慢

性病防控、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等为主要内容的“送技术、送知识、
送义诊”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基层
群众健康水平；二是开展红十字爱
心助学活动。积极携手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筹集关爱帮
扶专项资金，购置校服、课桌、书包
等物资，深入贫困山村学校开展

“红十字山村校园行”活动，助力乡
村教育扶贫；三是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进乡村活动。抽调当地国家级、
省级应急救护培训师资力量，深入
试点县乡村、学校等，开展应急救
护心肺复苏、防溺水、防火、预防中
暑等防灾避险以及新冠肺炎防控
知识宣传培训，提高群众自我保护
能力。

信阳红会:启动“志愿服务乡村行”
全年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5次以上

本报讯（李柳根）5月26日，江
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彭坊乡红十字会
通过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由 29 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
理事会，一改过去基层红十字会无

人理事的局面。
第一届理事会带领乡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积极融入乡村文明实践活
动和乡贤文化建设中，讲好红十字
故事，传播红十字好声音。

彭坊乡红会有了“理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