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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十字人基层红会信息

（上接一版）
“村委做什么工作，我们红会也

要参与进去。”以深度融入基层治理
为方向，宋高村红十字会组建了“爱
满宋高”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采取分
片式、网格化组团服务的方式，由党
员队员带头开展扶贫助困、送医义
诊、应急救护、“三献”宣传、青少年
关怀等活动。此外，宋高村红十字
会创建了“美丽宋高”微信群，积极
吸引村民入群，向村民传播红十字
运动知识，为村民排忧解难。许锡
玲记得，村里第一位器官捐献志愿
者就是在志愿服务队举办宣传活动
后，通过微信群找到她表达的捐献
想法。

如今，博爱家园会议室成了村
民议事的重要场所，“村民有什么需
求、红会能做什么”都会在这个会议
室得到答案。

宋高村的经验模式得到支持推
广，并于2019年，在谭家村落了脚。

谭家村位于虹星桥镇的西北
侧，下辖 22个自然村，村域面积 6.7
平方公里，人口3417人，党员80名。
其中50名党员成为会员，加入了村
红十字会。“爱满宋高”到谭家村摇
身一变成了“爱满谭家”，由优秀党
员担任组长，定期分片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在成功模式的基础上，谭
家村红十字会又根据当地特色，摸
索出自身工作重点。

由于谭家村水域多，村红十字
会召集游泳爱好者、志愿者、民兵、
党员等成立了一支水上救援队，每
年在村里举办防溺水讲座、开展救
援演练，并重点吸引大学生参与暑
期志愿活动。谭家村红十字会还借
助村里专设的民兵物资储备，结合
民兵工作，共同推动志愿服务。“村

里事务繁多，我们思考的重点在于
如何把自身工作融入这千丝万缕
中，与各项工作结合，一方面提高资
源利用率，另一方面覆盖更多有需
求的领域，充分发挥服务作用。”谭
家村红十字会秘书长韩霞平总结。

结合产业优势，发挥纽带作用

时值初夏，位于吴兴区织里镇
利济文化公园的云村社区红十字博
爱家园中转站刚发出一批爱心童
装，它们将被送往甘肃、新疆。

织里镇被誉为“中国童装之
都”，是中国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最
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现有常住人口
超45万，其中外来人口常年保持在
35万左右。

2012 年，织里镇红十字会成
立，通过开展红十字文化传播、募集
爱心童装、应急救护普及、人道救助
等工作，在织里镇扎根，打造了鲜明
的红十字品牌形象，吸纳了会员
1078名，拥有骨干志愿者45名。基
于织里镇独特的人口结构，外来务
工人员成了镇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
主力军，“我们经常进企业、工厂进
行‘三救三献’宣传工作，也面向外
来务工群体设立了专项救助项目。
在这过程中，很多工人逐渐了解我
们的工作，转化成我们的会员、志愿
者，他们参与各项志愿服务的热情
都很高。”吴兴区红十字会秘书长虞
淦平说。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
活需求，织里镇红十字会利用成人
学校这一平台，打造标准化红十字
救护培训基地，将急救知识融入学
历教育、技能教育和社区教育课程
中，让每位参加过成人学校教育的
学员都能掌握急救技能。

2018年，织里镇云村社区红十
字会成立，以“运营一个阵地、团结
一支队伍、制定一套制度、形成一项
特色，做好 N 项服务”的“4+N”模
式运营云村社区博爱家园。其中，

“一项特色”就是捐赠爱心童装项
目。

织里镇红十字会结合当地童装
产业发达这一优势，与多个企业建
立了长远合作，每年“六一”儿童节
为贫困地区儿童募集爱心童装，在
博爱家园内设立博爱中转站，接收
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捐赠的童装，并
将这些童装寄往四川青川、青海等
地。虞淦平介绍，项目启动3年来，
共捐赠童装17700余件，价值230余
万元，“捐赠童装是依托产业而成立
的特色项目，不仅帮助了偏远地区
贫困儿童，也对织里镇当地文明风
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德清县新市镇，基层红十字
会也尝试与当地产业特色相结合，
根据景区旅游管理，开展特色志愿
服务。

在新市古镇，走几步路就能看
到一个悬挂于墙上的急救包，里面
常年配有酒精、卫生棉片、创可贴、
驱蚊水等用品，来往游客随时能根
据自身需求取来使用。在旅游旺
季，镇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天要
更新好几次急救包。景区入口处有
新市镇红十字会会员之家，景区内
设有由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陆松芳旧居改造而成的新市古镇红
十字救护站，全程游览都可见到红
十字元素，还能及时获得志愿者的
帮助。“我们要做的是服务型基层组
织，发挥纽带作用，提升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德清县红十字会陈宇俊
说。

枝江开展老年人心理团辅活动
本报讯 （枝红）近日，湖北

省枝江市红十字会组织8名心理
援助志愿者，到市福利院开展“百
年华诞话峥嵘”老年人心理团辅
活动。市红十字心理援助志愿服
务队将为老年人持续开展心理健
康服务。

临安区举办救护师资教学技能大赛
本报讯 （王卢瑶）7月 7日，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红十字会、
总工会、教育局、人社局、卫健局、
应急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举办第
二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教学
技能大赛，共18支队伍参赛。

游仙区实践活动情暖户外劳动者
本报讯 （陈庆）7月 7日，四

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红十字会工作
组先后到申通快递、区统战和群
团服务中心看望慰问 160名货运
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
动者，并送上急救包，包含口罩、
退热贴、碘伏、医用酒精、创可贴、
哨子等10余种应急物品。

盐都区筹款慰问百名困难党员
本报讯 （王金海）近日，江

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筹集
10万元善款专题开展“庆祝建党
百年、慰问百名党员”为民办实事
活动，对 14 个镇（区、街道）及部
分区直部门核报的 100名生活困
难党员分别进行慰问。

渭城区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刘江）7月 8日，陕

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红十字会召开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咸阳市渭城区红十字事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21—2025
年）》，选举产生渭城区红十字会
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常务副
会长、副会长、监事长等。

靖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靖红）7月 2日，江

苏省靖江市红十字会党支部组织
开展“庆百年华诞、送人道关怀”
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深入斜
桥镇筱山村，先后走访慰问生活
困难党员、老党员、先模人物代表
等共计15户，并送上慰问品。

南安急救知识进警营
本报讯 （南红）7月 5日，福

建省南安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公安
局举行 2021 年南安市公安局警
务实战培训暨红十字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班开班仪式。7月8日至9
月 9 日，南安市红十字会将联合
市公安局分10期为800名公安民
警进行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泗县救援暴雨受灾群众
本报讯 （王以臻）7月 7日，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普降暴雨，城
区低洼地带多处被大水淹没。泗
县红十字救援队闻“汛”而动，第
一时间部署安排，组织队员、志愿
者迅速开展救援行动。救援队持
续奋战近 9 个小时，累计开展应
急救援10余次，用实际行动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合阳急救知识进农村
本报讯 （合红）7月 7日，陕

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红十字会、县
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开展的“‘四
史’宣传教育、急救知识进农村”
活动走进百良镇太枣村，为50余
名党员干部群众作党史宣讲辅导
和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县委党
史研究室、红十字会还为太枣村
赠送书籍，捐赠了消杀灯车、喷雾
器、红外线额温计、口罩等物资。

费县组织党员走访帮扶贫困户
本报讯 （费红）近日，山东

省临沂市费县红十字会组织6名
党员干部走访慰问结对帮扶贫困
户。党员干部深入 30 余户贫困
群众家中，了解他们生产、生活状
况，认真记录群众诉求，并送去衣
服、帽子、救护包等生活用品。

宁陕向困难家庭儿童发放爱心奶粉
本报讯 （祝松）近日，陕西

省安康市宁陕县红十字会困难家
庭适龄儿童发放 380 桶“爱心奶
粉”。该批奶粉价值 13 万余元，
由能立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目前已全部发放到户。

武义为环卫工人配备应急药箱
本报讯 （谢晓艳）7月 8日，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红十字会携
手康又维骨科医院来到县城乡环
境服务有限公司，为环卫工人送
去 16 只应急药箱。该批急救箱
将安置于城内 16 个环卫工人爱
心休憩驿站，保障一线环卫工人
的安全和健康。

■ 郑姗姗

王法胜是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培训师，国家职业资格“应急救援
员”考评员、培训师，山东省临沂市
医院协会120急救中心管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临沂红十字讲师团副团
长，曾服役于武警辽宁省总队辽阳
市支队教导队。

“我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从事
红十字志愿服务近十年来，‘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一直激励
着我。当别人需要帮助时，能以自
身绵薄之力，帮助他人，我感到十分
光荣。”王法胜说。

结缘红会，成为一名应急救援教官

2008年底，王法胜从部队复员
到地方，带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他
只身来到北京，寻找更多学习和锻
炼的机会。

偶然的一次机会，王法胜接触
到应急救援这个行业，很快，他就喜

欢上了。最初，他只是一名只懂得
军事训练的退伍兵，凭借着对应急
救援这个领域的热爱，他刻苦钻研，
反复练习，不论参加培训还是实战
行动，对他来说都充满新鲜感与挑
战性。一段时间积累后，王法胜成
为了一名应急救援教官。

2011年，王法胜抓住了一次难
得的机会，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训练中心培训基地担任了一名光荣
的红十字应急救援教官，同时也取
得了总会训练中心颁发的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讲师证书。

经过四年的磨练和学习，让王
法胜对应急救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同时也坚定了将这条道路走下
去的决心。

回到故乡，在专业的路上继续深耕

2013年，王法胜回到家乡山东
省临沂市，立刻主动联系市红十字
会成为一名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在
市红十字会的关怀和指导下，王法

胜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又取得了美
国心脏协会AHA导师、国家职业资
格应急救援员师资和考评员资质。

自此，王法胜一直在临沂从事
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工作，每年开展
30 余场救护员培训会、100 余场普
及性培训会，受益人次达6万余人。
他还连续3年带领临沂市志愿服务
队参加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并
取得优异成绩。

王法胜的志愿服务活动得到各
级领导的肯定，获得了广大群众的
认可，先后获得 2013年度山东省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2014年临沂市红十字会系统
先进个人称号、2016年临沂市优秀
红十字志愿者、2017年临沂市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先进个人称号。

参与应急救援，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2014年，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
震，王法胜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救灾，
并作为山东省红十字志愿救援队成

员赶赴地震现场，参与救援行动。
两天两夜的路程，王法胜和同伴

一刻都不敢耽搁，以最快速度驰援灾
区。到达受灾严重的包谷垴乡后，因
为道路破坏严重，车辆根本进不去，
救援队员努力克服海拔高、环境差、
余震多和饮用水匮乏等困难，扛着最
需要的药品、食物等物资徒步进入重
灾区，及时排查群众受灾情况，收集
现场信息，并向指挥部汇报。

在包谷垴乡，救援队开展多项
救灾行动，包括搜索被困失踪人员、
逐户统计受灾信息、帮助灾民恢复
重建等。在灾区连续作战的 13 天
里，救援队员不辞劳苦，出色地完成
了现场救援工作。

2020年，一场来势汹涌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武汉，席卷
全国。为了让人民群众学会疫情下
如何开展应急救护，在临沂市红十
字会指导下，王法胜及其团队拍摄
了疫情下的应急救护系列教学片，
通过市红十字会公众平台发布，将

疫情期间如何防护和救护的知识传
授给大家。

2020年下半年，王法胜在临沂
市红十字会的支持下，自筹资金和
场地在市行政审批局注册成立“临
沂市红十字民安防灾减灾服务中
心”，他要把红十字应急救护、救援
工作当成终身事业来做。

2021 年是王法胜从事红十字
事业的第10个年头。十年热血，不
忘初心。王法胜始终没有忘记最初
是怀着怎样的热情和爱心投入到应
急救援事业。每一次应急救援行
动中，看到一个个生命被志愿者从
危急情况下救出，他的内心总是溢
满对生命的敬畏，每一次救护培训，
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双眼，成为他不
断前进的动力。

“多传播一点知识，多覆盖一个
受训者，对生命就多一份守护。十
年只是一个开始，我要把红十字事
业这样一个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当
成一生的事业来做。”王法胜说。

为红十字事业不懈奋斗
——记山东省临沂市红十字志愿者王法胜

7月，安徽省宿州埇桥区红十字救援大队志愿者连续第七年启动汴
河防溺水值守行动。自7月1日至8月底，红十字志愿者轮班上岗，全力
以赴守护水域安全。

6年来，红十字志愿者深入以偏远农村学校为主的200多所学校，开
展防溺水进校园安全讲座308多场次，在汴河防溺水教育基地开展针对
学生暑假社会实践防普及防溺水安全教育40余场次，累计受益师生达15
万余人次。 （埇红）

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本报讯 （顺红）7月 5日，北
京市顺义区红十字会党组部署召
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上，全体党员干部再次认
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分管办公室工作及业务工作
的主管领导，各相关科室负责人
重点发言，交流心得体会。

大家纷纷表示，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立足职责定位，进一步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桥梁
纽带作用，更好地为全区人民群众
提供人道服务。

全国各地红会积极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东红）7月 5日，北
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领导班子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扩大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党支部带领大家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感悟思想伟力，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坚定担当时代使命。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积极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员为党
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
红色基因，通过开展读书班、讲党
课、党史知识问答活动等，进一步激
发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切实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东城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顺义区：更好地为全区人民群众提供人道服务

本报讯 （张岚）7月 2日，江
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开展党组中
心组理论学习暨党支部学习日活
动，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体党员干
部参加学习。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积极响应习
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号召，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践行党

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
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
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所
联系的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要持续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抓紧抓实“我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为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努力，
以昂扬的斗志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赣州篇章贡献
人道力量。

赣州：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

本报讯 （临红）7月 5日，山
东省临沂市红十字会党组召开扩
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红
十字会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
措。

会议要求，全会党员干部要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在会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领导下，结合
实际抓紧制定工作方案，进一步
将目标要求、学习内容、工作载体
细化、具体化，抓好学习教育各项
工作的安排布置和组织实施。要
将学习教育与推进年度各项重点

工作紧密结合，着力将学习教育的
成果体现在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和思
想水平的提高上，体现在改革发展
和勇开新局的成果上，体现在党的
全面领导和党建工作的加强上，体
现在以人民为中心、为群众办事的
实效上，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部
署要求。要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工作主线，发挥红十
字会人道服务职能优势，做实做好

“红十字救在身边，我为群众办实
事”十项行动，讲好红十字故事，传
播红十字好声音，为党的百年华诞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临沂：结合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本报讯 （郭伟荣）7月 5日，
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专
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体党员干部参加
学习并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是一个统筹推进、步步深入的过
程。

会议要求，全会党员干部要按
照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继续深入学习，用实
际行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
员发出的号召，继续为保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不懈努力，
努力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绍兴：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