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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寻乌县训练基地揭牌

本报讯（张岚）5月30日，江
西赣州寻乌县红十字救援队在上
甲赣狼拓展训练基地举行揭牌仪
式，县红十字会全体干部职工、红
十字救援队队员及红十字暖春志
愿者协会会员共40余人参加。

威海捐赠负压救护车

本报讯（罗如萍）5月29日，
威高集团通过山东省威海市红十
字会，向市胸科医院定向捐赠 1
辆负压救护车，总价值82.5万元。

靖边县募捐款物千万余元

本报讯 （李文春）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
十字会累计接收款物1206余万元，
其中捐款1097余万元，接收物资价
值108余万元（不含未提供价值的
物资），接受总额位居该市各县市
区红十字会首位。

南华县募捐款物210余万元

本报讯 （李晓锋）截至 5月
27日24时，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
州南华县红十字会累计接收捐赠
款物总计2110104.83元，其中捐赠
资金1212911.73元；捐赠物资（医
用口罩、防护服、防护手套、消毒液
等 26 个种类）折合人民币价值
897193.1元。

晋中主动邀请第三方审计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
省晋中市红十字会主动邀请第三
方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会 2018年、
2019年全部账务进行审计，进一
步提升市红十字会公信力。

隆昌市救援队参与演练

本报讯（隆红）5月27日，四
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红十字众志救
援队参加该市 2020 年地震应急
救援实战演练，演练内容包括帐
篷搭建、物资发放等科目。

巩留县走访包联亲戚

本报讯 （巩红）5 月 24 日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的肉
孜节，当天，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
留县红十字会2名访惠聚工作队
驻哈萨克买里社区干部带着节日
礼物走访了5户包联亲戚。

淮北志愿服务队爱心助农

本报讯（周方玲）5月26日，
安徽省淮北市红十字旋风志愿服
务队20余名志愿者，来到濉溪县
刘桥镇丁楼村苗帅果蔬种植合作
社基地，帮助该合作社抢收、直播
帮销因疫情影响滞销的70亩黄洋
葱，助力合作社销售2吨多洋葱。

泸西开展急救知识竞赛

本报讯（李本文）5月27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
西县红十字会组织午街铺镇初级
中学 1000名师生，参加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暨红十字应急救护
知识竞赛。

麒麟科创园学校开展宣传活动

本报讯（何善叶）在第33个
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江苏省南
京市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校红
十字会开展了以“控烟知识进校
园”为主题的班会活动，会员们画
出禁烟日图标，表示要从自身做
起，远离烟草毒害。

安吉县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安红）5月28日，浙
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红十字会开展
救护员培训，共87名学员通过红
十字救护员取证考核。

东台控烟专题讲座进校园

本报讯 （杨玉明）5 月 31 日
是第33个“世界无烟日”，主题为

“保护青少年远离传统烟草产品
和电子烟”。5 月 28 至 29 日，江
苏省东台市疾控中心控烟专家兼
红十字志愿者走进东台中等专业
学校和富腾学校，开展控烟专题
讲座进校园活动。

安福县关爱迷路老人

本报讯 （李柳根）近日，江
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红十字会免费
为全县 70 岁以上老人订制防走
失胸牌 1000枚（胸牌上标有监护
人、家属或亲属联系电话），并主
动上门对胸牌进行免费发放，现
场讲解胸牌科学使用方法，受到
群众广泛赞誉。

海拉尔区举办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海红）5月25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红十字会携手呼伦贝尔国大药房
举办红十字初级救护员培训班，
50余名企业相关负责人、国大药
房各地区门店店长参加培训。

■ 宋羽秀

5 月 28 日，在“六一”儿童节到
来之际，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店坝小
学 44 名学生收到了来自山东省青
岛市即墨区红十字会一份特殊的儿
童节礼物——每人500元助学金。

“阳光少年”助力求学路

群山环绕的店坝小学地处文县
建档立卡贫困村店坝村，全校82名
小学生中，有44名来自建档立卡精
准扶贫家庭。

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单位，今
年，即墨区红十字会与青岛微尘公
益基金会联合在店坝小学启动“微
尘阳光少年”助学项目，对建档立卡
困难家庭学生给予资助，给予每名
贫困学生每年 500元助学金直至小
学毕业。以后的每个“六一”儿童

节，孩子们都会收到来自即墨区红
十字会的爱心资助。

在文县店坝小学启动的“微尘

阳光少年”项目，即墨区红十字会将
青岛微尘公益基金会的助学项目向
西部倾斜，以困境家庭学生及留守

学生为帮扶对象，为每个孩子捐助
500 元（高中生 1000 元）助学金，助
力他们的求学之路。

“与爱携手西部扶贫”

为助力协作地打赢脱贫攻坚
战，根据省市区工作部署，即墨区红
十字会结合实际，2019年适时推出

“与爱携手西部扶贫”公益项目，搭
建爱心助困平台，通过多种形式汇
聚人道力量，参与东西部扶贫，取得
显著成效。

与青岛市吉上卓锋慈善基金会
联合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
族自治县紫云民族高级中学建立卓
锋班，全额资助卓锋班困难学生学
费，自 2015开始已连续 5年共资助
学生 578 名，发放助学金 68.29 万
元。

与青岛微尘公益基金会联合在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和甘肃省文
县开展“阳光少年”项目，对家庭困
难中小学生实施救助，共资助 244
名学生17.2万元。

与青岛即发集团、青岛威达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青岛正通汇众人
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及萤火虫爱心
社团联合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
治县、甘肃省文县捐赠服装、校服
等，对困难家庭进行帮扶。截至目
前，即墨区红十字动员社会力量累
计向协作地捐赠资金60.56万元，捐
赠物资价值32.55万元。

在即墨区红十字会努力下，
2019年秋季新学期伊始，店坝小学
的孩子们第一次穿上了校服。捐赠
企业青岛威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了
解到这是孩子们的第一套校服后，
特意设计了寓意深刻的校标印在校
服上。

携手微尘公益基金会，坚持开展西部扶贫项目

让每一个孩子沐浴着“阳光”

本报讯（南红）5月29日，福建
省泉州市南安市 2020 年首期育婴
员线上培训班在市关爱母婴协会举
行开班仪式，本期培训班共招收学
员180名。

市人社局、市商务局、市妇联、
市红十字会、市计生协会、南安市闽
康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有关负责人共
同为本期线上培训按下启动键。

为进一步加强南安市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家政
行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南安市闽康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举办育婴员技能

培训采取了“线上理论培训 50 课
时+线下分批实操培训 24课时”相
结合的形式。学员通过手机、电脑
即可在家完成全部理论培训课程，
还有网课直播老师实时解答学员疑
问。

在南安市有关部门支持下，符
合条件的学员可享受免费培训，贫
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
庭成员、“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和
城市低保家庭等学员，更可以享受
培训期生活补贴 500 元（含交通
费）。

调查显示，包括有多年经验的

家政员在内，懂得急救知识不足
3%，面对紧急事件，绝大部分家政
员并不知道如何应对。一般情况
下，对家政员有需求的家庭大多是
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这两个群体
恰恰是比较容易发生意外的，如果
不懂得一些急救知识，遇到紧急情
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很容易造成严
重后果。

2019年，南安市率先将红十字
应急救护知识纳入家政服务员岗前
培训和职业资格培训范围，是该市
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的创
新。

本报讯 （东红）“疫情可以阻
隔人与人的距离，但爱不会，就像今
天，我依然可以用这种方式为你送
去祝福。我代表所有关心、爱护你
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
姐姐们，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志
愿者、区青联常委、著名节目主持人
陈竞录制的一段视频，在八一儿童
医院的血液病患儿们中刷屏了。孩
子们在儿童节前收到的这份特殊的

礼物，来自区红十字会发起的“彩虹
计划”。

“彩虹计划”旨在帮助在医院
治疗的血液病患儿实现儿童节心
愿，已经连续开展多年。因为今年

“六一”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区红十
字会区青联共同策划推出 2020 年
升级版“彩虹计划”，邀请北京电视
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陈竞录制视频，
为患儿们送去一份特殊的六一礼
物。

为血液病患儿送去特殊的儿童节礼物

东城区红会推出升级版“彩虹计划”

本报讯 （西红）5月 28日，“六
一”儿童节前夕，陕西省西安市红十
字会携手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
限公司走进鄠邑区祖庵镇元马店小
学，给孩子们送去图书、文具、足球
等礼物，并送去100箱矿泉水。

近年来，每年“六一”前夕，市红
十字会都联系爱心企业和爱心个人
开展各类关爱儿童活动，已连续两
年开展“三秦军转爱心助学”活动。

鄠邑区祖庵镇元马店小学共有
一至六年级57名学生，其中许多孩
子是留守儿童，有的孩子来自单亲
离异家庭，有的孩子家庭贫困，这些
孩子十分渴望温暖与关爱。

四年级学生张昕怡家是档立卡
贫困户，又是单亲家庭，小姑娘平时
有些内向，不多言多语，见到这么多
的叔叔阿姨，一时有些紧张，“看到
那么多好看的书，很开心！尤其是
看到有自己喜欢的杨红缨阿姨写的

《淘气包马小跳》，真想一口气读
完！”她说。

通过疫情期间的捐赠、母亲节
活动及“六一”儿童节关爱留守儿童
活动，陕建机施集团表示，每一次活
动都让他们看到了市红十字人周到
细致的工作态度，今后，他们将继续
与红十字会开展各类活动，将关爱
和温暖送到需要的人群中。

西安市红十字会持续开展“三秦军转爱心助学”活动

为留守儿童送温暖

南安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家政培训课

重庆 5月28日，在“六一”国
际儿童节之际，忠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 11 名红十字
博爱志愿者来到石黄小学校，与该
校贫困儿童共庆节日，并送上包含
背包、书籍、笔记本等礼物。

安徽 5月 28日,合肥市肥东
县红十字会分别来到

梁园学区中心学校和张集学校，开
展“欢庆六一、与爱同行”活动，为
孩子们发放安全急救知识读本，并
向困难学生发放慰问金和慰问
品。

5 月 28 日，合肥市长丰县红十
字会来到县特教学校开展慰问送教
活动，为该校捐赠 300 斤大米和水
杯等物资；特教学校教师、县红十字
会兼职应急救护培训师为参训教师
和学生进行了应急救护培训。

广西 5 月 30 日，南宁市良
庆区红十字会联合国

田房地产公司志愿服务队来到大
沙田街道志远社区，开展慰问“贫
困特殊少儿”活动。志愿者们为 18
名贫困特殊少儿送上节日祝福和
鼓励，并送去牛奶、学习用具等慰

问品及慰问金，价值共计 3581.95
元。

浙江 在“ 六 一 ”儿 童 节 之
际，湖州市安吉县递

铺街道红十字会积极与县国投公司
党支部及农商行机关六支部对接,
为县第十小学的孩子们送去节日的
祝福，两家支部联合共为18名孩子
送去书包、文具、羽毛球等价值
6000余元的学习生活用品。

5 月 29 日，“六一”儿童节之
际，浙江隆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湖州市德清县红十字会向
该县教育系统捐赠酒精消毒液
4000 瓶、免洗手消毒剂 500 瓶、智
能感应皂液器 500 只、防疫套装
500套。

5 月 28 日，宁波市宁海县深甽
镇红十字会在深甽中心幼儿园、马
岙幼儿园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
动，为 40 位贫困儿童送去书包、绘
画彩铅套装、水杯等物品。

陕西 5月29日，渭南市合阳
县环北社区红十字志

愿者服务队在驻区单位城关小学举
行“喜迎六一、爱心助学”捐赠仪式，

为贫困儿童捐赠书包和学习用品。

山西 5月29日，大同市平城
区红十字会联合大同

市有道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平
城区小南头联校捐赠春秋、夏季校
服、书包及文体用品等。

江西 5月28日，瑞金市红十
字会来到市象湖镇竹

岗小学举行“刘锡荣爱心助学金发
放仪式”，为学校 85 名贫困学生及
优秀学生发放9500元助学金。

5 月 30 日，赣州市于都县红十
字会和贡江镇思源社区联合举办庆

“六一”暨健康知识进社区活动，共
90余名小朋友参加。活动中，社区
组织小朋友表演了舞蹈、话剧等才
艺节目，县红十字会邀请援鄂英雄
李靓萍、志愿者杨建忠为小朋友们
详细讲解了疫情防控、防溺水、应急
救护等方面的知识。

5月29日，上饶市红十字会、市
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联合爱心企业
来到广信区尊桥乡羊石村开展关爱

“留守儿童，六一慰问”活动，为 100
余名孩子送上价值近万元的节日礼
物。

江苏 5 月 21 至 27 日，在南
京市雨花台区红十字

会支持下，雨花实小开展了走访慰
问贫困学生家庭活动，学校20余名
班主任教师实地走访了本班困难学
生家庭，共计慰问困难学生 28 人，
发放救助金 14600 元，慰问资金由
区红十字会从“博爱校园行”专项费
用中支出。

5 月 30 日，连云港市红十字会
20 名义工志愿者来到东海县南辰
乡中心小学，为受助贫困孩子送去
文具、图书、零食以及口罩。志愿者
们还详细了解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和生活需求，并为每一位孩子测量
身高体重，记录他们的穿衣尺码，为
冬季购买棉衣做好准备工作。

5月31日，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
会组织师资来到蓓蕾和童星2所幼
儿园，对40多位幼儿教师开展集中
培训，增强她们的应急救护技能，提
升她们对幼儿的保教能力，也为即将
到来的“六一”儿童节送上祝福。

内蒙古 5 月 28 日，呼伦贝
尔市阿荣旗红十

字会联合旗关工委在实验小学举行

“庆‘六一’——慰问困境儿童救助
活动”仪式，为 40 名处在困境中的
儿童每人发放500元慰问金。

云南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
之际，大理白族自治

州宾川县红十字会到白荡坪完小给
全体师生送去一份特殊的礼物——
9.9公益日“博爱图书角”。县红十
字会为白荡坪完小捐赠图书 720
册、书架一个，总价值22101元。

5 月 28 日，保山市腾冲市红十
字会到明光镇自治完小开展“清华
—澳国立第19期博爱奖学金”发放
仪式，为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 6
人、进步生奖学金获得者 30 人，共
发放奖学金6万元。

“六一”儿童节之际，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十字会的志
愿者来到该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学
府苑”，召集该村 42 名在校小学生
开展“小小心愿”征集活动。本次活
动共收集心愿 42 份，包括 18 个书
包、11个文具盒、7盒水彩笔、4个熊
猫布娃娃和 2 个芭比娃娃，县红十
字会将按照孩子们的心愿进行集中
采购后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五彩的“六一”，红色的爱
各地红十字会开展儿童节关怀活动

5月28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红十字会积极联合县妇联、
东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共同开展关爱学生儿童爱心慰问活动，为龙川
镇河硐小学33名学生送去文具盒、足球、迷你台灯等7个种类、150件爱
心礼物。图为收到礼物的孩子们，笑着簇拥到镜头前。 南红/摄

礼物

本报讯 （黄雯霞）在“5·29”中
国计生协成立40周年纪念日和“六
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安徽省黄山
市休宁县卫健委、县计生协、县红
十字会、渭桥乡政府携手休宁县大
花轿婚纱摄影来到渭桥村，联合举
行“筑梦休宁·尊老爱幼·阳光关爱
行动”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旨在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及困难家庭，在该县21个
乡镇全面铺开，内容包括为全县
200名困难留守儿童每人捐赠儿童
书包（含文具）1套；为全县200个困
难家庭（孤寡老人）每个家庭发放
驼绒被 1床；为全县 2000户中老年
家庭，免费拍摄纪念照（含化妆、造
型、婚纱、唐装各一套），并赠送 24
寸挂轴油画一幅和7寸照片3张。

休宁县红会开展“尊老爱幼·阳光关爱行动”

“微尘阳光少年”爱心资助仪式现场。 即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