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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黄山区救助受灾家庭

河南许昌市解决百姓关键小事，
打造 15 分钟便民圈

本报讯 （李松筠）7 月 6 日，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普降暴雨，
三口镇白果树村遭遇特大洪涝灾
害，两个自然村被洪水淹没，
镇村
紧急组织村民转移安置。灾情发
生后，区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向该
村灾民送去 1000 个赈济家庭包，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全南县救助受灾群众
本报讯 （张岚）7 月 3 日，江
西省赣州市全南县红十字会在城
厢镇小慕村为 50 户受灾群众免
费发放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拨
的赈济家庭箱。

东城区助力基层疫情防控
本报讯 （东红）7 月 3 日，北
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收到市红十
字会紧急下拨的 599 台冰箱、微
波与光波一体炉，总价值 45.32 万
元。当天，为及时将物资用于基
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仅用一个
半小时，区红十字会就将物资全
部拨发给区卫健委和 13 个街道。

察右后旗助力高考
本报讯 （高佳）高考期间，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
旗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在
高考现场设立助考服务站点，为
考生和家长提供矿泉水、藿香正
气水、中性笔、2B 铅笔、口罩等助
考物资，为各位学子保驾护航。

武鸣区助力高考
本报讯 （潘艳英）7 月 6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通过武鸣区红十字
会和区农业农村局，向区教育局
定向捐赠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2
万只，价值 2.8 万元，为高考学生
增添一份安全保障。

泗县助力高考
本报讯 （张健 卢赟 张斌）
7月7日至8日，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
红十字会组织 50 余名志愿者在县
二中考点开展
“红十字爱心助力高
考”
活动。志愿者们提前在该考点
搭建
“高考爱心驿站”
，
为广大考生
免费提供口罩、纯净水等物品；
同
时还组织近 20 台“爱心送考车”，
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许继社区的“幸福密码”
■ 常钦

毕京津

15 分钟能干什么？在河南省
许昌市许继社区，不少居民这样回
答——
“去公园健身！”退休职工胡红
说得干脆。每天一早，她总要去西
湖公园锻炼，
“ 走路十来分钟就到，
玩一玩健身器材，最后打上一趟太
极拳，浑身都轻快！”
“到书屋充电！”魏香丽是魏都
区智慧书屋的常客，
她感叹新变化，
“刷下身份证，泡上一杯茶，琳琅满
目的书籍随便看。”
“去生鲜店买菜！”67 岁的赵凤
华爱逛小区西门新开的便利店，
“这
儿不光卖菜，
还能送货上门、代缴水
电费，
10 多种服务全免费，
真方便！
”
一趟拳、一本书、一把菜，折射
出百姓生活节节攀升的幸福感。这
些幸福源于许昌市倾力打造的 15
分钟便民圈。解决群众的关键小
事，许昌舍得投入，
连续多年民生支
出占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 以
上，构建起生鲜便利圈、养老服务
圈、休闲健身圈、医疗卫生圈、智慧
阅读圈 5 个 15 分钟便民服务圈。

5 个服务圈，带来便利新生活
“群众盼什么，
咱就得干什么。”
这是许继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范
学政的切身体会。
许继社区成立于 2002 年，辖区
7500 多人，有 6 个居民家属院，是许
继集团有限公司和地方共建社区。
作为一个大社区、老社区，60 岁以

越城区致敬抗疫英雄
本报讯 （越红）近日，
浙江省
绍兴市越城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来到灵芝街道立岱村，看望在抗
击疫情一线因公殉职的该村妇女
主任韩美娥家属，
并送上慰问金。

临沧急救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临红）7 月 2 日至 3
日，云南省临沧市红十字会分别
到市农校、市卫校开展应急救护
知识和技能培训活动，301 名师
生参加培训。

邻水县开展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邻红）7 月 2 日至 5
日，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红十字会
联合县蓝天应急救援队，对参与
“三救三献”工作的红十字志愿者
开展了 2 期救护员培训。经测试，
180名学员全部达到培训要求。

灌云县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王丹丹）7 月 3 日，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
按照县级机关工委课程安排，为
县级机关 159 名入党积极分子开
展了应急救护培训。

浮江乡捐赠校服
本报讯 （浮红）近日，江西
省赣州市大余县浮江乡红十字志
愿者医疗服务队向浮江九年制学
校、河洞九年制学校及幼儿园捐
赠校服 339 套。

亭林镇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姚圆）近日，上海
市金山区亭林镇红十字会举办
2020 年首期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来自辖区的居民、物业管理人员
等共计 70 余人参加。

服务有量更有质，退休生活也精彩
每天下午，
退休干部郑建华雷打
不动来到文体活动中心，
打上一个半
小时乒乓球，
“出出汗挺好，
这不，
体
重下来了，
血压也恢复正常了。
”
在隔壁舞蹈室，
胡红换上红色连
衣裙，
拿着蓝色扇子，
和老姐妹们一
起排练舞蹈。
“这可是每年社区春晚
的压轴戏，
在市里都获过奖呢！
”
她得
意地告诉记者，
“年轻时候各忙各的，
现在退休了，
进了舞蹈队，
又是一个
大家庭，
退休生活同样精彩！
”
“社区靠群众，
群众靠活动，
活动
靠文化。
”
范学政说，
“服务中心盖得再
漂亮，
没人愿意来，
还不是空壳子？
”
老范坦言，
刚开始搞活动时，
组
织松散，群众积极性并不高。为了
打开局面，
他们挨家挨户摸排，
大家
伙想玩的、爱玩的多搞，
一个个兴趣
社团建起来，
人气旺了起来。
“现在大家吃喝不愁了，
精神生
活也不能落下。”郑建华说，社区的
活动场里，每天各类活动排得满满

昭通红会：
昭通红会
：和灾区群众共渡难关

本报讯 （石雅琼）7 月 7 日至
10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红十字会盛世通达应
急救援志愿服务队为高考考生提
供免费接送服务。

本报讯 （唐红）7 月 3 日，河
北省唐山市红十字会初级救护员
培训在唐山倍力润达健身举行，
30 余名健身教练和后勤员工参
加 培 训 。 今 年 以 来 ，唐 山 已 有
230 名学员顺利通过考核并成功
取得救护员资格证。

李洪伟满脸幸福，过去最愁孩子放
学早，无人照看。如今放学后集中
托管，
有退休教师辅导，
他和妻子可
以安心上班。
“有了和睦小家，才有和谐大
家。”范学政介绍，社区将 15 大类
160 项工作整合为“一有七中心”，
即一个社区党校和文体活动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便民服务中
心、综治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卫生
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构建 5 个
便民圈，
服务全方位升级。

的，排练舞蹈的、演奏乐器的、打乒
乓球的，
一场场比赛热热闹闹。
活动多了，质量也不断提升。
去年 7 月，学舞蹈专业的王喜娟被
请到社区，负责文体活动组织和策
划。她一招一式教得专业，老人们
学得认真，很快就融入其中，
“ 许多
大爷大妈叫俺好闺女，
可亲哩！”
如今，
不少老人忙了起来，
参加
志愿服务队，共建和谐社区。
“ 不管
电灯泡坏了，
还是下水道堵了，
一个
电话，不一会志愿者就能上门。”范
学政介绍，社区组建了 38 支专业志
愿者服务队，有 1100 多人定期开展
社区义诊、家电维修、法律服务等志
愿活动。
去年志愿者发起一项“捡烟头
换鸡蛋”活动，居民们换走了 1000
多个鸡蛋，
换来了社区的清洁环境，
换来了垃圾分类新时尚。

当群众贴心人，打通服务“最后一米”
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
墙上的一本本《民情诉求》格外醒
目。翻开细看，
每个问题是什么，
解
决了没有，
一目了然。
“我们没干啥轰轰烈烈的大事，
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可百姓的
事再小也要干好。”范学政说，不管
是老人手机找不到了，还是邻居电
视声音开得太大了，都列在服务清
单上，
“服务圈再好，
也要有人干，
打
通便民服务的
‘最后一米’
。”
为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揪心
事，党员干部带头上。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
有老人下不了楼，
范学政

上门测量体温，买菜、送饭，一送就
是一个多月；一位孤寡老人突发急
病，
干部第一时间护送到病房，
垫付
了 2 万多元押金……
干社区工作 15 年，范学政遇到
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更换电梯。前
年，社区 5 栋楼的 10 部电梯到了使
用年限，
可由于历史原因，
没有维修
基金，更换电梯的资金没着落。十
几层高楼，
电梯不能用了，
大家上下
楼咋办？范学政先后组织了 5 次居
民议事会，他和同事们半个月跑遍
了 320 户居民，磨破嘴皮子，一个个
疙瘩解开了，
全体居民达成一致，
集
资更换了新电梯。
社区服务连民心。大家烦心事
少了，
心里亮堂了，
范学政也有了个
绰号——
“幸福村村长”
。
范学政总是说，当好这个“村
长”，
就要和大家打成一片。他打乒
乓球榜上有名，唱歌也数得上，
“不
少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大家一起乐
呵中就化解了。”
这不，
在二楼文体活动室里，
老
范又和老年乐队唱起了《许继社区
共建之歌》——“组织共建、活动共
联、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共建共建
有力量，
共建共建更美好……”
范学政说，
他们这个 100 多人的
“党之声”
合唱团，
把大家身边的故事
写成歌曲，
还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编
写了《新时代 新征程之歌》，
把
“四讲
四有”
编成《合格党员之歌》……
听，一支又一支幸福歌声从社
区传出，
多么悦耳、多么动听！
转自《人民日报》

连续7年服务考生、家长10万余人，哈尔滨市红十字志愿服务

和林县免费接送考生

唐山开展急救培训

上老人有 1100 多人，如何解决老人
“最上火”的看病难？
社区创新服务，依靠医疗卫生
圈，签约家庭医生，让医疗资源下
沉，
实现精准对接。
又到了老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连续几天，许继医院医生汪晓瑞都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班，
“ 血压、
血糖、彩超、心电图等，
一项不能落，
写进每个人的健康档案。”一天下
来，检查了 30 多人，临下班，她又和
3 名同事核对起档案。
在卫生服务中心档案柜里，摞
满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有的慢性
病两周要电话回访一次，有的直接
上门巡查，分级诊疗，努力做到‘首
诊在社区、小病进社区、康复回社
区’
。”汪晓瑞说。
“不出社区门，有个头疼脑热
的，
就有大夫看，
不用去医院挤了！”
81 岁 的 张 桂 芳 觉 得 看 病 方 便 了 。
前几天天气热，
她头晕得厉害，
就拨
通了家庭医生的电话。不到 10 分
钟，
汪晓瑞拎着药箱赶到，
检查后及
时给老人调整服药，等恢复正常后
才放心离开。
不光是医疗卫生圈，5 个 15 分
钟服务圈环环相扣，给社区居民带
来便利生活。
“我们老年人有了好去处，
平时
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能下棋、打
牌、画画，不想做饭时，还可以吃营
养套餐。”张桂芳说。
家门口能
“托老”，
也能
“托小”
。
“有了儿童服务中心，
我们两口子踏
实了！”提起社区的新变化，
“80 后”

本报讯 （周仕祥）
“能做什
么就做什么，与灾区群众共渡难
关！”7 月 1 日至 5 日，云南省昭通
市红十字会救灾小分队奔赴灾区
一线查灾救灾、安抚群众、发放物
资，临行前，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张雁对救灾小分

（上接一版）
英山县一中校医宋小曼自
2009 年起在该校担任校医，对校医
室获得援助前后的变化有深切体
会：
“ 我们学校地处山区，校医室的
条件一直比较简陋。获得援建后，
办公环境温馨了许多，配备的器械
也特别实用。我会投入更大的热情
为学生提供健康服务与保障。”
2018 年，中国电建定向向中国
红基会捐助 30 万元，在云南省剑川
县金华镇、马登镇和弥沙乡援建 3
所
“博爱校医室”
。
云南省剑川县是中国电建定点
帮扶的贫困县之一，实施了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卫生扶贫、农村饮水
安全及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项目。其
中，资助支持中国红基会
“博爱校医
室”项目是中国电建实施的卫生扶
贫重要举措之一。
2019 年，中国电建进一步加大
帮扶力度，捐助人民币 90 万元，在
剑川其他乡镇援建 9 所“博爱校医
室”，覆盖剑川县 10 所初级中学和
庆 华 完 小 、弥 新 完 小 近 7000 名 学
生，为学校配备基本的医疗保健、健
康体检及救护培训器材，资助学校
开展常规性的学生体检和疾病筛
查。

校医培训提升应急能力
校医室是学校开展卫生健康
工作的基础，校医是学生健康教育
和管理的执行者。校医的素质和
能力是守护学生健康安全的重要

彝良县 1 人失踪，该市 5
县 33380 人不同程度受
灾。
灾情发生后，市红
十字会立即成立由常务
副会长任组长，分管副
会长任副组长、赈济救
护部以及各县红十字会
负责人为成员的救灾小
组，第一时间收集灾情
及群众需求，争取上级
红十字会支援。
省红十字会立即
调运应急物资赈济家
庭包 250 套发往灾区。
队提出要求。
“务必在第一时间发放到群众手
6 月 29 日至 30 日，云南省昭通
中！”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
市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大关等地
长周兰在电话上对市红十字会
遭 受 强 降 雨 袭 击 ，最 大 降 雨 量 达
作出安排。
226 毫米。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
此后，市县红十字会共派出
害，多地房屋倒塌、庄稼摧毁、道路
抗洪救灾突击队 6 支 25 人，紧急
中断、山体滑坡，镇雄县 3 人遇难，
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保证。
“博爱校医室”项目除为学校援
建校医室，丰富所需器材等硬件建
设外，
还致力于开展校医培训，
提高
校医的诊疗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近年来，
随着办学模式的改变，
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校人员规
模、寄宿制学校数量呈上升趋势，
且
留守儿童占据较大比例，学校卫生
健康安全管理工作面临巨大的挑
战。
2016 年 11 月，项目援建的第一
批 10 所“博爱校医室”落户贵州省
毕节市七星关区。同时，由中国红
基会与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的
“成长天使基金”资
助的首期 100 名来自七星关区中小
学的校医接受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学 校 常 见 传 染 病 的 预 防 和 控
制》等 16 门理论知识，以及医疗救
护、组织救援等 14 项紧急救护实
际操作。
中国红基会博爱助学项目中心
主任陈珞是
“博爱校医室”项目负责
人之一。据她介绍，当时的毕节市
七星关区共有公办学校（含幼儿园）
489 所，但是其中很多学校里没有
校医和校医室。她回忆：
“首期培训
结束后，各学校校医在专业健康师
资及救护师资的指导协助下，立即
为孩子们上 10 堂健康教育或应急
救护课，
效果良好。”
2018 年 6 月，云南省迪庆州维
西县永春乡永春中心完小有孩子得
了红眼病（急性结膜炎），因为这种

病容易传染，校医杨云压力山大：
“红眼病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
除了治疗患病的孩子，还要加强隔
离消毒，预防健康的孩子患病。”此
时，杨云用上了在“博爱校医室”项
目校医培训中学过的儿童常见病诊
疗和应急处置技能，校医室配备的
消毒器材——紫外线消毒灯也派上
了大用场。
在杨云和医生们日复一日地精
心照顾和严格防控下，孩子逐渐恢
复了健康，孩子们都说是“杨老大”
成功打走了
“红眼妖怪”
。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红基会已
在贵州、甘肃、宁夏、四川、云南等
10 个 省 份 援 建“ 博 爱 校 医 室 ”156
个 ，培 训 校 医（保 健 老 师）2000 余
名，开展各类体检、健康教育活动
200 多场，为近 4 万名学生提供免费
体检。

按照学生健康需求定制服务
为学生体检是每个“博爱校医
室”的职责之一。在掌握学生健康
数据的基础上，校医们可以明确不
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年龄学生
的卫生健康需求，以此为基础为学
生们定制健康培训课程。此时，
“博爱校医室”项目作为一个整合
资源的平台，为所有需要的校医提
供资金、师资、课程设计等多方面
支持。
依托校医室加强学生健康教育
尤其是学生心理、自救互救、视力与
口腔卫生等方面的教育，是项目期

“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本报讯 （李翟）7 月 7 日至 8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十字会
组织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40 名
队员在市第九中学、第十四中学、
第四十九中学以及 113 中分校 4
个高考考点设立红十字应急救援
服务站，举行“红十字志愿服务为
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活动。

每个服务站配备了急救箱，
可以
为考生以及家长提供急救药物，
进行
简单的外伤包扎。40 名队员主要负
责协助交警疏导交通，
为高考学生建
立一条进入考场的安全通道。
据悉，
此志愿活动已举办7年。7
年来，
共计服务考生、
家长10万余人，
赢得高考学子、
考生家长的一致好评。

阳光助考，心理减压，玉溪市红十字心理志愿服务队

帮助考生缓解应考压力
本报讯 （玉红）6 月 17 日至 7
月 2 日，共青团云南省玉溪市委、
玉溪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了 2020
年中高考减压及暑期青少年自护
教育活动，来自市红十字心理志
愿服务队、市第二人民医院的 10
名心理辅导老师为全市 10 所中学
4000 多名中高考学子开展了中高
考减压心理辅导专题讲座。

参加本次志愿服务的老师们来
自医院、中小学、心理咨询机构、老
年大学等单位，他们以《青春追梦
人》
《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
《考前心
理压力的调节》等不同专题，
帮助同
学们掌握了消除紧张焦虑的方法。
同学们纷纷表示，老师们的讲
解对自己舒缓应考压力很有帮助，
有效缓解了考前紧张、焦虑的情绪。

望达到的目标。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黄官寨实
验学校是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上学困难而筹建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有学生 3334 人，寄宿生 570 人。
2019 年 6 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
甘肃省援建的 11 个“博爱校医室”
落成，黄官寨实验学校校医室是其
中之一。
为支持校医室工作，项目特别
邀请相关专家和志愿者，为黄官寨
实验学校二年级和三年级各 50 余
名学生开设了
“益口好牙”项目培训
和青少年情绪管理团体训练课程。
在“益口好牙”健康课上，口腔卫生
专家为学生进行口腔牙齿检查，还
向学生们发放了爱牙包，指导学生
掌握健康的刷牙方式。在青少年情
绪管理团体训练课上，心理咨询专
家和志愿者通过组织学生做“情绪
闯关”
“不倒翁”
“踩碳”等游戏，
引导
学生认识情绪、了解情绪、提升自我
情绪管理能力。
该校校医张智武感慨，学校原
有校医室装修及设备简陋，之前仅
能应对学生感冒、擦伤等
“小问题”
。
此次援建校医室落成，学校对学生
健康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
了，就诊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我也有了更多信心开展学生体测、
急救培训等工作”
。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
程中，
为助力学校防疫、复课，
“博爱
校医室”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帮助学
校师生守好“安全门”，筑牢“防疫

墙”
。
3 月 20 日起，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发起“助力校园防疫防控”项目。
这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积极参与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之一，也是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助学领域“博爱
校医室”品牌公益项目的延展。项
目携手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等数
家爱心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为湖
北、江西、云南、贵州等 8 个省份偏
远地区的 209 所中小学校配送了总
价值 400 余万元的校园防护消杀物
资。
4 月 13 日上午，即将复课的云
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族中学收到
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20 台额
温枪、3000 个医用一次性口罩、200
瓶泡腾片、250 瓶护肤手消毒凝胶、
1 台弥雾消毒机、2 台电动喷雾机等
学校防疫必备物资，总价值 2.5 万余
元。
7 月 3 日上午，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联动全国 11 家红十字会、红
十字基金会，召开“博爱校医室”项
目网络视频研讨会，探讨共筹共建
共享“博爱校医室”新模式。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表
示，在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背
景下，校园健康卫生工作尤显重要
和紧迫。中国红基会将携手各方
伙伴加快
“博爱校医室”项目的筹款
和建设，
进一步为项目赋能，
联合打
造品牌，
改善校园基础卫生条件，
提
升校医水平，
培养学生自救、互救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