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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十字人

基层红会信息

隆昌救援队深夜抢险

本报讯（隆红）6月15日晚，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普降大雨，
局部暴雨。23时30分左右，市教
育局和市体育局因地势低洼积水
严重，情况紧急。闻讯后，市红十
字会众志救援队迅速组织 11 名
队员前往现场，协助市消防救援
大队开展内涝抢险工作，于 6 月
16日凌晨1时将积水基本排除。

南浔区红会摆摊教急救

本报讯 （南红）6 月 16 日为
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当日
傍晚，2020年度“安全生产月”宣
传咨询日活动在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区红十
字会现场“摆摊”，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技能演示等形式，向市民宣
传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等知识。

龙岩AED投放公共场所

本报讯 （谢永英）为贯彻落
实《“健康龙岩 2030”行动规划》，
普及应急救护技能，6月12日，福
建省龙岩市红十字会首批投放在
公共场所的 3台AED（自动体外
心脏除颤器）分别在龙岩学院、万
宝广场和京华中心“安家落户”。

金山区开展端午爱心活动

本报讯（陶轶）6月13日，在
端午节来临之际，上海市金山区
红十字志愿者宣传服务队队员们
开展了艾叶香囊缝制活动。14
日，志愿者们来到十村敬老院，把
香囊送到该院每一位老人手中，
为他们带去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鄂尔多斯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鄂红）6 月 12 日至
13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红十字会为康宁爆破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应急救护员培训，该公司
安全负责人和安全员共计 51 人
参加培训。

临沂志愿者获爱心捐赠

本报讯 （临红）6 月 15 日，
山东省临沂市红十字会举行“我
们的节日·端午节”粽情暖意志
愿服务活动。长期从事公益慈
善活动的李小鲁女士将 450个爱
心粽子和鸡蛋转交到市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全体志愿者手中，并
现场填报申请表，成为一名红十
字志愿者。

彭州救护宣传进服务区

本报讯 （彭红）今年 6 月是
第 19 个安全生产宣传月，16 日，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大
队、市气象局等部门走进成绵高
速复线彭州服务区，开展了“消除
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

太仓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张燕）近日，江苏省
苏州市太仓市红十字会在科教新
城天镜湖广场为30多名保安人员
开展了一场应急救护培训。

长海县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程瑶）为提高民兵
自救、互救、急救的能力，6 月 15
日至16日，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
红十字会应邀为县人民武装部各
镇民兵应急小分队开展了一次应
急救护知识培训，该县 5 个镇共
110多名民兵参加培训。

海拉尔区参加安全生产活动

本报讯 （海红）6 月 16 日为
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当天，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红十字会参加了市区两级安全
生产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消除事
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2020
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

利津县急救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 （李茂友）近日，山
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走进
津苑社区进行应急救护普及培
训，社区居民50余人参加。

游仙区参加安全生产活动

本报讯（岳丽蓉）近日，四川
省绵阳市游仙区红十字会组织20
名红十字救护员，参加了由市红十
字会组织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活
动，向过往群众发放《中华人民共
和国红十字会法》《红十字运动》

《无偿献血》等宣传资料1000份。

城南新区急救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 （高红）夏季是青少
年安全事故的高发期，6月12日，
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城南新区红
十字会在实验小学开展了一场以

“学习急救知识 守护生命之花”
为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 陆麒雯 章友

“怀人道之心，行博爱善举，促
奉献之风，建温馨家园”。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春城社区，终
日被这样良好的氛围环绕着。

近年来，春城社区博爱家园积
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社区先后荣获全国 100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宁波市文明
社区、宁波市和谐社区、平安建设先
进集体等20多项荣誉称号，是红十
字会参与社区治理的例证。

百余居民有红十字救护员证书

走进春城社区服务中心，一眼
就能看到一个急救体验模拟人。中
心一楼就是社区的“博爱之家”，由
感悟大厅、健康小屋、急救体验室 3
个功能区组成。社区工作人员介
绍，放置在急救体验室里的急救体

验模拟人，是专门用来让居民模拟
急救体验的。

再往里走，在老年活动室北面
的连廊处，放着一台 AED（自动体

外除颤仪）。据悉，春城社区是宁波
市首个安装 AED 设备的社区。健
康小屋里，志愿者正在为居民做艾
灸理疗。

“早在2012年4月，春城社区就
成立了红十字会，同年 5 月建立了
志愿服务红十字‘博爱家园’。”居委
会主任余佩君介绍，近年来，社区运
用多媒体视频、触摸屏等形式传播
红十字急救知识，还在每个楼道设
置家庭急救包，邀请红十字救护员
传授居民救护知识、救护经验，普及
培训 2500余人次，目前社区百余名
居民拥有红十字救护员证书。

居民捐赠促成“红十字博爱救助金”

去年，被诊断出白血病的张先
生意外收到一笔由社区送来的救助
金，激动得直抹眼泪。这笔钱，来自
春城社区红十字会成立的“红十字
博爱救助金”。

2012 年，一位热心老人送来 3
万元，想要帮助社区里的困难居民。
这笔钱成了博爱救助金的启动资
金。春城社区红十字会为此建立了
公益低偿服务、反哺爱心捐赠款，充
实博爱救助金的长效输血机制。通
过红十字网格员掌握社区困难群体
情况，实施精准人道救助，替多位像
张先生这样的大病患者解了燃眉之
急。

同时，社区还建立了以“爱心传
递”“健康加分”“8090”“快意人生”
为代表的 4 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为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强大的组织
保障。这些服务队和楼道红十字网
格员一起，对社区居民特别是特殊
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累
计受益居民3200余人次。

如今，春城社区博爱家园已经
成为该社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
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地方。

大力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帮助居民解决燃眉之急，博爱家园成为——

春城社区居民的“守护神”

春城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健康小屋”里，红十字志愿者正在为小区居
民免费提供健康服务。 宁红/摄

6月13日，为让更多市民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采取街头摆地摊的方式，为居民现场演示心肺
复苏技能，同时宣传红十字会法、“三救三献”等知识，零距离服务群众，吸
引了众多市民上前学习操作，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鲤红/摄

摆地摊
教急救

■ 黎宏伟

1月24日（大年三十）
谢谢你！捐款第一人

在新闻联播上看到湖北武汉发
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大量市民感染，
有的医护人员也不幸感染病毒，生
命健康受到很大威胁，心情沉重到
极点。

晚上10时30分，已经熟睡的我
被一阵微信提示铃声唤醒，原来是
一名爱心人士转来2000元钱，备注
里说明：请替我转给武汉。这时我
们还没有正式向社会各界发出募捐
倡议。

这名爱心人士叫张爱芳，是我
们县一名优秀红十字志愿者，长期
资助一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女
学生。

这是我县红十字会接收到的第
一笔武汉疫情捐款。谢谢您，张女
士！祝好人一生平安！

1月25日（正月初一）
压力山大，请求支援

晚 7 时，我来到县电信局参加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省
市领导安排完疫情防控工作后，县
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了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按照指挥部安排，县红十
字会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的职责是接

受社会各界的捐赠款物。
听到县指挥部领导的任务宣读

后，我感到使命光荣，但同时也感到
压力山大：我们的人手很少，要承担
这么重的任务，小马拉大车，力不从
心啊！我决定，明早赶紧给领导汇报
去，在尽最大努力的同时，争取支援！

1月26日（正月初二）
信心百倍，披挂上阵

早上刚上班，我就带着连夜起
草的“紧急情况汇报”去找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总指挥汇报。领导听完后
很支持，当即批示就县红十字会存
在的困难予以解决。县财政局随后
给县红十字会安排了抗疫专项经
费，县机关事务局为我们固定了一
辆公务用车，县统计局和县审计局
分别借调来3名同志协助我们接受
社会捐赠。

下午一上班，我拿着接受社会
各界爱心捐赠倡议书，向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汇报后，马不
停蹄地去找县融媒体中心和县电视
台，他们立即安排在当天的县政府
官网和县电视台予以刊播。

所有问题一一解决，我心里有
了底，顿时觉得信心百倍。

1月27日（正月初三）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早上一上班，单位财务说她在

西安上大一的女儿要给武汉捐款。
她女儿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是
我们从小就受的教育。”跟她有同样
想法的还有两名同学，她们决定一
同捐款给武汉市红十字会。

下午，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来
找县红十字会，捐了 1000 元，我问
他姓名，好在媒体上公示。老人声
音洪亮地说：“80 岁退休工人！”说
完，就摇着轮椅离开了。

1月29日（正月初五）
良心企业的社会担当

早上刚上班，就接到华通天然
气公司鱼总的电话，说她们公司要
给县红十字会疫情防控捐款 20 万
元。我当即对她表示感谢，然后安
排工作人员与她们对接捐赠事宜。

这家公司的捐赠有点出乎我的
意料，因为公司去年经营上遇到了
一些波折，正处于困难期，疫情当
前，没想到她们公司首先想到的是
抗疫大局。鱼总是我们县红十字会
的优秀志愿者，长期关心、支持县红
十字会工作。在国家危急关头挺身
而出，体现了良心企业的社会担当。

看着捐赠款物数量一天天增
长，我仿佛看到了社会各界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的一颗颗火热滚烫的
心，我相信，最终的胜利就在前方。

（作者系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我的疫情日记

宁都县红会向受灾家庭发放赈济家庭箱
本报讯（严小梅）6月15日，江

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红十字会在肖田
乡政府院内向170户受灾家庭发放
170 个赈济家庭箱，县青年志愿者
协会、雄鹰救援队主动派出人员参
与物资发放。在县红十字会的组织

下，蒲公英义工协会还给受灾群众
送去了油、米、面等必备生活物资。

据悉，6月 2日以来，赣州市遭
遇了今年入汛后持续时间最长、降
雨强度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降雨
过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1 日，

该市连续强降雨已造成兴国县、宁
都县、瑞金市、于都县、会昌县、龙南
县、全南县、上犹县、赣县区、南康区
10 个县（市、区）92 个乡（镇）6.2 万
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5000
余人。

本报讯 （李金生）6 月 9
日，山东省滨州市红十字会会
议室里话语朗朗、笑声阵阵，全
市红十字志愿者团队代表座谈
会在轻松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与志愿者团队进行这种面对面
的座谈，是市红十字会建立以
来的第一次，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参加会议的有市县区红十
字会领导、有关科室负责人和市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红十字萤光
义工等 10 余个优秀志愿者团队
的代表。

“请大家畅所欲言，分享经
验和做法，谈一下工作打算、面
临的问题和要求。我代表市红
十字会表个态，对大家提出的问
题，能解决的马上解决，不能马
上解决的我们会认真研究，在最
短的时间内解决。”市红十字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田洪健态度
诚恳、开门见山。

“我们救援队仓库位置偏
远，面积狭小，水下救援设备多
年没有更新，而且缺乏救护技能
培训。”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
长张山山提出了面临的具体问
题。

“我们萤光义工建立十多
年，已孵化出了十几个志愿团

队，受疫情影响，有的志愿者生活出
现较大困难，面临退出志愿服务队
的困境。”滨城区萤光义工代表郑宝
峰忧虑地说。

“我们县红十字志愿者队伍没
有办公场所，希望市红十字会领导
给予帮助协调。”惠民县红十字志愿
者代表马国亭说。

“我们协助公安部门办案多年，
如果设立一键报警平台，实现与公
安 110 联动，我们的水下救援和办
助办案工作将更加得力。”

……
听取志愿者代表发言后，市

区红十字会和有关科室负责人也
纷纷发言，针对志愿者代表提出
的困难和问题一一进行了商讨研
究。

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市红十
字蓝天救援队的仓库搬迁问题就
得到了解决，协调搬迁到市红十字
会团体会员单位爱尔沪滨眼科医
院；惠民县红十字志愿者队伍的办
公场所和会议场所已经到位，其他
问题也已分别落实责任，正在逐步
推进。

会议召开前，市十字会为市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疫情期间驰援武汉
的5名志愿者发放了由烟台杰瑞石
油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捐助的 7.5万
元慰问金。

滨州市红会与红十字志愿者团队面对面解决实际问题

一次别开生面的“诸葛会”

本报讯 （腾红）近年来，在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在腾冲市卫健局、市医疗
保障局及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的
支持下，市红十字会与上海市胸
科医院联合开展“爱未来 心希
望——贫困先心患儿慈善救助”
项目，为向市红十字会申请先天
性心脏病医疗救助的贫困家庭提
供免费手术机会。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项目共
救治来自腾冲市的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168名，医疗费用总额620.32
万元，累计资助医疗费用 445.64
万元。手术成功率和术后治愈率
均达 100%，所有患儿都重拾健
康，重获“心”生。

2013 年 12 月，在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
会、上海市妇联、上海市儿童基
金会等大力支持下，上海市胸科

医院与腾冲市红十字会正式签约
启动“爱未来 心希望——贫困先
心患儿慈善救助”项目。得益于多
年来稳固的救助成效和在百姓中
的良好口碑，2019 年 10 月，腾冲市
人民政府与该院达成项目续签，使
项目继续造福腾冲市贫困先心患
儿，进一步筑牢沪滇对口帮扶的深
厚情意。

项目启动之初，首批腾冲市 6
名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就获得了上
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的资助。救助
实施以来，上海市胸科医院在提供
免费爱心手术的基础上，总结救助
经验，发挥专科特长，将胸科医院先
进、成熟的先天性心脏病诊疗技术
教授给腾冲当地医生，力争为腾冲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先心病救治医疗
队伍，帮助腾冲降低先心发病率，为
提升腾冲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获
得感贡献力量。

腾冲市红会开展“爱未来 心希望——贫困先心病患儿慈善救助”公益活动

让先心患儿重获“心”生

长治红会将为全市50个公共场所配置AED
本报讯 （董峥）近日，山西省

长治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市人
民医院、市体育局等六部门以
2020 年“中国心肺复苏周”为契
机，联合举办心肺复苏培训公益活
动。活动中，市红十字会向市体育
局捐赠价值3万元的AED（自动体
外除颤仪）一台。

据悉，今年，市红十字会将为
全市约50个公共场所配置总价值
150余万元的AED，并与“雪芳医

院讲师团”联合，为全市各体育场
馆、机场、火车站、学校等公共场所
捐赠急救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
AED使用和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培
训，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更好的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活动中，市红十字会还与市人
民医院联合开展了心肺复苏宣传
活动，为市民讲解了心肺复苏操作
规范，得到广大群众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