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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海淀区红会连夜下拨防疫物资
本报讯 （海红）6 月 20 日上

午，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会赴香
山街道北炮社区，看望慰问战斗
在社区防疫一线的值守人员，为
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的生活物资。

下午 3 时，按照市红十字会
通知要求，经与海淀区政府、区委
组织部商定，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与专业物流公司人员赶往中国红
十字总会救灾备灾中心，经过 6 个
多小时的紧张工作，将 500 顶帐篷
全部装车。紧接着，工作人员又连
夜将物资下拨给辖区29个街镇，用
于各街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点。

21日凌晨5时，500顶帐篷全部
顺利送达。

淮南开展端午志愿服务

本报讯 （陈玉琴）端午节之
际，安徽省淮南市县区红十字会
8支志愿服务队深入20余个乡村
敬老院、社区养老院，为老人包粽
子、送礼物、过生日，帮他们体检、
理发、打扫卫生。

乌兰察布走访贫困户

本报讯（乌红）6月24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
带领会机关帮扶责任人，深入帮
扶村丰镇市元山子乡满洲夭行政
村，对29户贫困户开展集中走访。

东台开展助老微公益活动

本报讯（杨玉明）6月21日，江
苏省东台市红十字救援队志愿者
和普天养老公司助老员，带领32名
少先队员前往各社区留守老人家
中，开展敬老助老系列公益活动。

临沧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临红）近日，云南省
临沧市红十字会先后赴云南汇成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沧粤电能
源有限公司、临沧玉带河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泰州救护培训进国电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
省泰州市红十字会组织师资走进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分批次
为该公司 400多名员工开展应急
救护培训。

肥西县为导游开展救护培训

本报讯 （肥红）近日，为进
一步增强旅游一线工作人员安全
意识，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红十
字会、县文旅局联合举办全县 A
级以上景区导游、讲解员业务培
训及初级救护员培训，全力打造
全域旅游、安全旅游。

千金镇护航运动会

本报讯 （千红）6 月 24 日，
2020 年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运
动会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预选赛
正式拉开帷幕，镇红十字志愿者
对运动员进行了赛前指导，并及
时为受伤运动员进行包扎，全力
为赛事保驾护航。

梁平区慰问帮扶贫困户

本报讯（李羡权）6月24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赴复平镇大龙村开展慰问贫困户
活动，为定点帮扶的 6 户贫困户
家庭送上粽子、食用油等慰问品
及节日的祝福。

宜丰县培训进自然保护区

本报讯（邹杰峰）6月24日，
应江西省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邀请，宜春市宜丰县红十
字会组织救护培训师资及红十字
志愿者为该保护区工作人员举办
了一期救护员培训。

于都县发放赈灾物资

本报讯（张岚）6月24日，江西
省赣州市于都县红十字会举行赈
济家庭箱发放仪式，将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驰援的200个家庭赈灾箱分
发给200户受灾较严重的农户。

鄠邑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吴娟）6月23日，陕
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在友
诚日间护理服务中心签订志愿服
务基地协议，授牌该中心“西安市
鄠邑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基地”，同
时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开展“博爱
夕阳”志愿服务活动。

庄浪县走访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胡平）在建党99周
年来临之际，甘肃省平凉市庄浪
县红十字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赴卧龙镇苏山村扶贫帮扶
点，和该村党支部联合开展“走访
慰问贫困户、庆祝建党 99 周年”
系列活动，共走访贫困户 25 户，
慰问特别困难的低保户6户。

金东区充实应急救援力量

本报讯 （金红）近日，浙江
省金华市金华互通公益救援中心
加入金东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暨
授牌仪式在该区举行。救援中心
的加入，对于提升区红十字应急
救援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芗城区防溺水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陈守平）6月24日，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红十字会、
区教育局特邀市红十字水上救生
志愿服务队走进芗城金峰实验小
学开展防溺水知识培训活动。活
动以视频直播形式同步面向芗城
区内中小学、幼儿园 1174多个班
级，约5万余名在校生收看。

■ 福红

走 进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红 十 字
会，满目尽是奖状、锦旗、奖杯。
荣誉的背后贯穿着党建引领这根
主线。

“红十字会联系群众面广线长，
对外对台交流交往任务重、事务杂，
只有紧紧推动机关党的建设和业务
工作深度融合，才能把红色基因转
化为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热情。”市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胡
晓强说。

据介绍，市红十字会机关党支
部现有党员11名，其中在职8名，退
休3名。近年来，支部以“红色领航”
为抓手，开展“党建品牌‘红起来’红
十字旗帜飘起来”专项行动，推进党
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使“红
起来”党建品牌成为全体机关党员
干部的坚定信念和行动指南。

当好防疫“粮草官”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红起来”
品牌再次经受住考验。市红十字全
体党员奋战在款物捐赠接受、疫情
防控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搭桥梁、联纽
带、当助手。

疫情之初，市红十字会机关党
支部依托“红起来”凝聚的党建资
源，引导各界人道力量参与支持红
十字人道事业，在全省首家发出募
捐公告。随即，从海外华人华侨到
普通市民，从资金雄厚的上市企业
到大大小小的工商个体户，从92岁
高龄的离退休干部到拿出压岁钱的
小学生……社会各界爱心单位和爱
心人士的人道力量，在短时间内汇
聚。

据统计，疫情期间，全市红十字
系统累计接受抗疫捐赠款物近 1.6

亿元，居全省红十字系统首位。这
些款物全部挂网公开，确保捐得放
心、用得明白。市红十字获市诚信
促进会授予的“诚信示范标兵单
位”。余建明、陈彬等一批红十字工
作者、党员志愿者受到党委政府表
彰。

与疫情赛跑

“红起来”铸就“快行动”。面对
海内外捐赠物资数量大、接收手续
繁杂、会机关人手紧张情况，机关党
员和红十字党员志愿者每天坚守在
海外捐赠物资接收一线，往返于长
乐机场海关、厦门机场海关货运站
和市物资仓库间，努力协调各方力
量，尽快将爱心华人华侨捐赠的物
资送达最需要的地方。

“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忙，我对物
资接收的整套程序比较熟悉，还是
我来吧。”党员志愿者陈强日夜坚守

在一线。
在“红起来”党建引领下，疫

情期间，全体党员聚焦核心工作，
发挥业务专长，有力推动疫情防
控各个环节有序衔接。例如，第
一时间拨付非定向捐款 1500 万元
给市工信局，用于购买防疫物资，
发放给复工工人使用；拨付 500 万
元支援福州对口帮扶的甘肃定西
市恢复生产；为市教育系统复课、
市卫生系统恢复正常医疗秩序提
供消杀物品，并派出志愿者上门
消毒。

业务统筹推进

“红起来”不仅是单点开花，更
要求红十字会的服务水平全面过
硬。疫情期间，在做好专项工作的
同时，党支部还注重统筹推进“三救
三献”核心业务，突出工作特色，以
业务丰富党建内涵。

机关党支部党员们利用“党建
超市”进行急救知识普及培训线上
直播。同时，与省广播影视集团联
合推出“助力疫情防控 与红十字同
行”系列直播活动，不断深化“红起
来”党建品牌外延。

“热血送暖 为生命接力”无偿
献血宣传动员接连开展，遗体器官
捐献者“云上祭扫”和“云上报名登
记”活动顺利举行。仅疫情期间，全
市就有260余人自愿报名登记遗体
器官捐献，其中实现器官捐献 23
人，挽救了 90余人的生命，并让 20
多名眼疾患者重见了光明，还实现
造血干细胞捐献3例。

如今，“红起来”不断引导机关
党员干部在服务基层、精准扶贫等
更多领域奉献有为、责任担当，让越
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红十字会的温
情，真正打造有高度、有力度、有温
度的机关党建。

以“红色领航”为抓手，福建省福州市红十字会

擦亮“红起来”党建品牌

6月26日，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红十字会赴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泰
山乡，走访慰问一线救灾工作者和受灾村民，为他们送去红十字应急救
助包、食用油和面条。

近日，泰山乡镜内连续暴雨，全乡400多户村民家中过水，倒塌房屋
数间，农田受灾面积逾千亩，经济损失巨大。 安红/摄

战洪水
送关爱

本报讯 （平红）“没想到红
十字蓝天救援中心的队员们这么
可爱!”近日，路过山东省青岛市
平度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市民
连连称赞。原来，市红十字蓝天
救援中心为提高应急救护知识的
普及率，特地在市区最热闹的地
段进行应急知识宣传。

现场，临时搭建的工作台被
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救援中心队
员们结合实际案例，用通俗易懂
的话语讲解了心肺复苏等相关应
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并通过模拟
人进行了实际操作演练，引导群
市民增强防灾避险意识，掌握基

本的自救、互救知识以及现场急救
技能。

“这个‘夜摊’的宣传十分有创
意，我们在现场学到了很多急救知
识，认识到科学施救和应急避险的
重要性，回家一定要传授给家人。”
市民李女士说。此次“出摊”，市红
十字蓝天救援中心解答咨询200余
人次，发放宣传册200多份，受益群
众达400多人。

据了解，今年夏季，市红十字
蓝天救援中心定期在奥林匹克广
场、会堂广场、现河公园等市区热闹
地段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宣传，为市
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平度市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创新急救知识宣传

摆摊不卖货，只教“救命技”

本报讯 （张驰川）“你要保重
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要好好休
息。”近日，江苏省镇江市红十字金
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的“大家长”老
万病了，牵动了很多失独老人的心。

“这是 8 年来第一次面对这么
多药，不得不躺下好好休息，‘馨境’
已经下命令了，这个周末哪都不许
去。我期待着早日康复再为失独老
人服务。感谢‘萍萍’‘云云’为我寻
医问药。有事微信QQ留言，电话
……”近日，老万在朋友圈写下这段
话。他口中的“萍萍”“云云”，都是
一直受他关怀的失独老人。

很快，老万的朋友圈被刷爆了，

问候电话数以百计，大家的关爱让老
万的病痛减轻了不少。“生病本不想
告诉任何人，但自金山公益志愿服务
总队成立以来，我几乎每天都和失独
老人见面，一下消失这么多天，怕大
家担心，就发了朋友圈，没想到小小
的疾病，得到这么多人关心。”除了镇
江，乌鲁木齐、佳木斯、海口、吉林、北
京、湖北、河南等地的失独老人都送
来了问候，令老万非常感动。

据了解，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
队成立 8 年来，一直致力于让失独
者不孤、不独，已成为全国关爱失独
家庭的标杆。作为最早加入服务队
的成员之一，老万被队员们视为队

里的“大家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独居失独老人甘露说：“老万所做的
事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镇江失独
老人“叶儿黄了”说，是老万带领着
一群红十字志愿者把光和热送到老
无所依的家庭，“望老万注意劳逸结
合，保重身体”。

病中的老万，仍忘不了自己的公
益事业。“又有4户失独家庭加入金山
公益大家庭，下个星期一我得去这些
家庭做第一次家访。”他表示，在金山
公益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奉献者，
同时也是收获者，所有的人都在传递
着温暖感受着爱，“志愿服务虽然有
点累，但真的值了。”他说。

镇江市红十字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8年坚守赢得“好口碑”，“大家长”老万说——

“虽然有点累，但真的值了”

本报讯 （陈玉琴）“快来人啊！
快救救我爸爸呀……”6月25日，端
午节下午，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
文山一处偏僻空旷的山野里发生了
惊心动魄的一幕。

当天下午，淮南市冬泳协会卧
龙分会会员、市红十字会水上应急
救援志愿服务队队员高建、李福
起，徒步队员李坤杰三人相约去文
山游泳，经过山里一处废弃的采石
场附近时，突然听到一阵小女孩歇
斯底里的哭喊声，三人立即加快步
伐循声跑去。

李坤杰第一个发现目标，只见
眼前一个不大的水塘，一个十来岁
的小女孩正在岸边大声地呼喊着。
水中有三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男
的光着上身在最远的中间水域漂

浮，已经溺水没有反应，女的在水中
挣扎，五六岁的小男孩穿着救生套
袖漂浮在水上。

李坤杰一面安慰孩子，一面跳
入水中，迅速向溺水男子游去。男
子体态肥胖，约有 200 多斤，李坤
杰十分吃力地拖着他向岸边游。
这时高建、李福起也及时赶到，三
人合力施救，将男子快速拖抬上
岸，李坤杰又转身将男孩抱到岸
上。

男子呼吸微弱，李福起调整溺
水者姿式，迅速清除口中污物，使呼
吸道内积水流出，同时拨打 120、
110，稳定女子和孩子的情绪。不一
会儿，男子发出了声音，呕吐出来，
呼吸也渐渐平稳。

很快，医生、民警纷纷赶到，

队员们帮忙将溺水者及家人送
上 救 护 车 ，到 医 院 做 进 一 步 检
查。

事后，三名队员感叹：“今天情
况紧急，要不是碰巧三个人都在场，
事情就麻烦了，稍迟几分钟，男子就
没救了。”

据了解，市冬泳协会 2006年成
立以来，在全市水域已救护溺水者
近百人。2019年，市冬泳协会70余
名骨干队员参加了市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员培训，取得了救护员资格，并
成立了水上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
成为淮南市第一个专业水上救援志
愿服务组织。一年时间，队员们成
功救护了十余名溺水者，成为当地
小有名气的民间救援力量。

空旷山谷里的紧急救援
安徽省淮南市红十字会水上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3名队员合力救人

本报讯（江红）6月24日，浙
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联合
张瑞旭委员工作室开展“舒心缘”
红十字关爱老人人道救助金项
目，在四季青街道启动关爱银龄
老人微心愿认领转赠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区政协党外委
员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前期面向杭州第二福利院老人征
集的 89 个微心愿被爱心人士一
一认领。“落地扇 2 台、电蚊拍 3
个、老年手机1台、轮椅1个、额温
枪 3 把……”一个个老人们的微
心愿通过爱心平台全部实现。红
十字志愿者还亲手制作了千纸
鹤、端午香囊等礼品，助力老人平

安过节。
据悉，2019 年，江干区成立首

个以关心、关爱老年人群体的红十
字公益项目——“舒心缘”红十字
关爱老人人道救助金项目。该项
目由全国最美基层政协委员、江干
区政协常委张瑞旭牵头发起，浙江
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市江干区夕阳红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等爱心企业共同出资。项
目首期启动资金 10 万元，旨在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关心关
爱老年人事业，促进养老、孝老、敬
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构建，将红
十字人道服务精准送至需要帮助
的老人手中。

“舒心缘”助力实现“微心愿”
江干区红会开展关爱老人微心愿转赠活动

杭锦后旗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杭红）6月 24 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红十字会来到团结镇举行建档立
卡贫困户救助暨“弘扬红十字精
神，助力脱贫攻坚”七一主题党日
志愿服务活动，对 65 户贫困家庭

进行救助帮扶。
近年来，旗红十字会致力于开

展助力脱贫攻坚工作，2019 年共
发放救助金23万元，开展“博爱送
万家”、贫困学生、大病患者等救助
行动，1500余人受益。

本报讯（曲波）近日，江苏省
连云港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传
来喜讯，5 名水上救援队员获颁
ERDI应急救援与公共安全潜水
员证书，成为市红十字水上救援
队首批持证专业应急潜救人员。

据悉，公共安全潜水员需经
过特殊训练，可以在极端环境、

特殊现场从事救援、搜索等潜水活
动。

救援队队长严树明表示，“应急
救援与公共安全潜水证书的取得，
为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补短板、强
弱项、促提升，有效完善了水上、水
下立体化救援体系建设，大大提升
队伍的救援能力”。

连云港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队员“持证上岗”

首次获颁公共安全潜水员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