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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常熟建立联动机制

环境越来越好，
山景越来越美，
游客越来越多

本报讯 （张承欢）7 月 9 日，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红十字会、
市应急管理局签订防灾减灾救灾
应急救援联动工作机制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信息共享通报、统一
指挥调度、资源协同保障、应急培
训演练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长
期合作，建立联动工作机制。

杭锦后旗助力中考
本报讯 （杭红）7 月 15 日，中
考前夕，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红十字会向旗教育局捐
赠价值 4000 元的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4000只，
助力中考疫情防控。

上杭县发放助学金及物资
本报讯 （周继章 刘家辉）7
月 10 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红
十字会举行助学金及救助物资发
放仪式。县红十字会将总价值
20 万元的物资委托给各居委会，
由居委会将这些物资分发给临江
镇 7 个社区 184 户低保户、特困户
和县直 11 个单位挂钩的近 1000
户贫困户；活动还为 4 名家庭贫
困的孩子每人发放 3000 元助学
金，这笔资金由福建灿兴矿建有
限公司捐赠，
将连续资助 3 年。

南通应急救护上电视节目
本报讯 （南红）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
教师应邀参加南通三套《健康我
来了》节目，担任嘉宾，讲述了中
暑的急救方法，为社会大众普及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鹰潭急救培训进市委党校
本报讯 （鹰红）7 月 9 日晚，
江西省鹰潭市红十字会邀请省红
十字救护培训中心教师来到市委
党校，对参加市第十一期县级干
部进修班的 60 余名县级干部进
行了应急救护培训。

黄浦区和虹口区联学联建
本报讯 （张鹏）7 月 10 日，上
海市黄浦区红十字会和虹口区红
十字会机关党员一同来到虹口区
多伦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
会会址纪念馆，开展“四史”联学
联建活动。

林区人捧稳生态“金饭碗”
■ 吴齐强 方 圆
巍巍兴安岭，
莽莽林海深。
行走在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三十
出头的马立志不时深呼吸，尽情享
用大自然的馈赠。
“爷爷马永顺是新中国第一代
伐木工人，曾经一个冬天采伐 1200
立方米，
创全国手工伐木产量之最。
退休后 17 年间，爷爷和家人义务植
树 5 万多棵，
把砍树的
‘欠账’
还给大
山。”耳濡目染，
马立志打小就知道，
“我们是这片森林的受益者，
守护好
这林子才有好日子。”如今，他已是
伊春市林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
马立志的家乡黑龙江省伊春
市，素有“祖国林都”
“ 红松故乡”之
誉，是我国开发较早的重点国有林
区。2014 年，小兴安岭林区全面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伊春走上转
型之路。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考察调研时，第一站就来到
伊春。总书记指出，过去林场为国
家建设提供木材是为国家作贡献，
现在林区全面停伐、保护和建设生
态环境同样是为国家作贡献。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林区
经济转型发展是一项艰巨任务，要
广开思路、多策并举。
黑龙江省和伊春市牢记总书记
嘱托，坚定不移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坚定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发展之路，老林
区正焕发青春活力。

绿意葱茏的夏日，记者走进伊
春，看曾经为“木材停伐”而纠结的
林区人，
如何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春。

护好这片林
“行动起来呀，嘿！植树造林
呀，
嘿！绿化祖国呀，
嘿！造福子孙
呀，
哟嘿哟！”
一 段 颇 具 年 代 感 的“ 植 树 号
子”，
马立志脱口而出。
“这是爷爷生
前常喊的号子。小时候他常带我上
山，
让我和山上的小树苗比个头儿，
看谁长得快。爷爷说，小树和我一
样，
都是他的孩子。”
徒步走完 8 公里崎岖山路，马
立志终于到达作业地。从东北林业
大学毕业后，
他回到家乡，
继承爷爷
遗志，从事种苗管理和森林抚育工
作，每年夏初都要上山实地勘察并
制定林木抚育方案。
“这是水曲柳！那是黄菠萝！
这些都是珍贵树种，得好好抚育才
能成长。”看似没啥区别的树种，马
立志一眼就能区分。儿时印象中的
荒山土岭渐渐消失，现在林子越来
越密实。
“ 爷爷种树那会儿是造林，
现在我们种树是
‘填缝’
——到处都
种满了树，
想找片空地都难！”
植树造林是力气活，更是技术
活。
“ 这两株红松离得太近了，容易
形成营养竞争，
必须降低密度，
砍掉
一株，
保证长势。”行走在茂密林间，
马立志边看边记，还要判断哪儿需
要降密度、修旁枝、割灌木。
“红松旁
边一定要多种阔叶林，形成针阔混
交才能保持平衡，这样可以降低森
林火灾的发生率。”

从“多砍树”到“多栽树”，再到
“护好林”，正是伊春林业发展的写
照。新中国成立以来，伊春累计为
国家提供木材 2.7 亿立方米，占全国
国有林区的 1/5；2000 年，国家天然
林保护工程正式实施，伊春林区得
以休养生息；2013 年，伊春率先在
全国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
商业性采伐，护林成了林区人的头
等大事。自停伐以后，伊春共植树
2 亿棵、造林 180 万亩。
“生态好了，红松、水曲柳这类
珍贵树种如今也常见。外地同学都
羡慕我们林区的生态环境，临走时
恨不能用袋子装些空气回去。”呼吸
着林间澄澈的空气，
马立志很自豪。

吃上生态饭
一边招呼游客进院，一边张罗
饭菜，
刘养顺忙得不亦乐乎。
“干了一辈子伐木工，
谁承想退
休还当上了老板。”刘养顺是伊春上
甘岭林业局溪水经营所林场退休工
人。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伊春考察时到访他家。
“在同我们一家人及邻居们座谈
时，
总书记说，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会
面临一些暂时困难，
党委和政府一定
会关心，
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大家
也要自力更生，
多找新的门路。听了
总书记的话，
乡亲们都很激动。
”
当时
的情景，
刘养顺仍历历在目。
其后不久，
在林区政策支持下，
刘养顺的农家院开了张。铁锅炖、
贴饼子……土味十足的特色菜，让
南来北往的游客大快朵颐。赶上旅
游旺季，一家五口齐上阵都忙不过

向险而行，助力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各地红十字会全力参与抗洪救灾

本报讯 （海红）7 月 10 日，内
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
会联合呼伦贝尔朝聚眼科医院，
深入海拉尔区健康街道办事处幸
福社区开展白内障免费筛查活
动，为 100 余名居民进行了检查。
截至目前，内蒙古“光明行”社会
公益活动已成功实施免费白内障
手术 55 例，其中少数民族困难白
内障患者 5 名。

景宁县助力打造
“全能型”
干部

崆峒区“博爱图书”下基层
本报讯 （尚景瑞）7 月 10 日，
为感谢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
务人员，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红十
字会联合市中小微企业促进会、
北
京医路缘教育向该区基层医务人
员开展送书送课活动。本次共捐
赠图书231本，
价值6.07万元。

天长关爱老人儿童
本报讯 （天红）7 月 13 日，安
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红十字会带领
志愿者及爱心企业——星美心包
子铺一起走进市福利院，看望慰
问福利院内的老人和孩子，为他
们送上 2000 只
“爱心包”
。

长乐区开展防溺水知识培训
本报讯 （长红）7 月 6 日至 7
日，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红十字
会联合航城街道妇联、江田镇妇
联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家庭活
动，为 100 余名学生、家长讲授了
防溺水知识。

大同开展助农活动
本报讯 （同红）7 月 11 日，山
西省大同市红十字会全体党员干
部来到云州区路家庄村帮助当地
农民采摘黄花，
共享丰收的喜悦。

南浔区关爱困难家庭
本报讯 （吴敏）7 月 13 日，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开发区红十字会
联合计生协、
妇联，
为辖区内 22 户
困难家庭送去日常生活用品，让
困难家庭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

找到新门路
伊春“八山、半水、半草、一分
田”，
停伐之后，
这样的条件能干啥？
以伐木为生的霍春林一度很迷茫。
57 岁的霍春林，家在伊春铁力
市铁力镇满江红村。林区全面停伐
后，霍春林跟人学着在自家园子里

种药材，但不成规模、品质也差，一
直卖不上价。
2014 年，在当地党委和政府引
导下，霍春林和乡亲们加入了中药
材种植合作社，享受到种植和保险
补贴等政策红利。
“ 咱只管种，合作
社给找好销路，还负责烘干加工和
冷库仓储。”
见到霍春林时，正是平贝播种
季节，他正在药材地里忙碌。这几
年，
凭着林区人的拼搏精神，
霍春林
一家渐渐富了起来。去年产出 10
万斤平贝，算上合作社分红，收入
50 余万元。
蓝莓制成果酱，
木耳制成茸饮，
中药材制成药品……在伊春，随着
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逐
渐形成，和霍春林一样找到致富新
门路的林区人越来越多。去年以
来，
伊春加快产业项目建设落地，
特
色产品就地加工转化率达到 45%，
解决 7 万多名林业富余劳动力就业
难题。
“看，
那户亮着灯的就是我家！”
坐上小轿车，
记者跟随霍春林回家，
目之所及是一幢幢崭新的居民楼。
“过去父辈住阴冷潮湿的地窨子，
我
小时候住狭窄的老平房。现在住的
是敞亮的新楼房，出门是整洁的柏
油马路，
生活变化翻天覆地。”
夜幕降临，霍春林和老伴儿来
到铁力公园散步遛弯儿。广场上灯
光摇曳，水上灯光秀正在上演。
“现
在生态好，好山好水种出的药材更
金贵，咱林区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呢！”霍春林一脸幸福。
转自《人民日报》

（上接一版）

海拉尔区“光明行”进社区

本报讯 （景红）7 月 9 日至
10 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县 2020
年优秀年轻干部精品培训班第四
期启动，县红十字会邀请市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中心主任为学
员们进行了一场
“心肺复苏”技能
操作专项培训，助力打造“全能
型”年轻干部。

来，
一天进账上千元。
“林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院外
的山景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
说起这几年的变化，刘养顺有些激
动。
老伴儿杨秋娥也忍不住插话：
“现在家底儿越来越厚实，
一家人不
光吃得好、穿得美，
还琢磨着得空到
国外转转呢！”
眼看着老刘家富起来了，邻居
高凤香也动了心思。2018 年，在刘
养顺的帮助下，
她也开起了农家院，
不仅做农家菜，
还有住东北土炕、采
摘果蔬等新项目。
几年过去，溪水林场的农家乐
发展到了 16 家，
“ 溪水农家院一条
街”远近闻名。除了兴旺的农家院，
特色民宿、汽车营地、康体养生等旅
游新业态也在兴起。
这只是伊春实施
“生态立市、旅
游强市”战略的一个缩影。成功举
办第二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
叫响
“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
牌，伊春森林生态旅游业驶入快车
道，2019 年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 12.5%、13.5%。
“吃上生态饭，过上了小康日
子！”抱着两岁的孙女，高凤香笑得
合不拢嘴。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面对灾难，主动请战。7 月 13 日，救援队带着救援物资和设备驱
车奔赴 500 余公里外的江西九江灾区，帮助转移受灾群众。
杭红/摄

紧抓一个“快”字
工作组深入濯港镇桂坝村，目
睹多处民房地基塌陷、墙体开裂、整
屋倾斜等灾后惨状，当即决定由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北京筑福国际
抗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该村立项
援建“博爱家园”，包括民房受损情
况评估、加固，援建防洪设施，提供
生计基金等，助力社区防灾减灾和
恢复重建。筑福国际派出的技术人
员于 17 日抵达项目点，展开民房受
损评估工作。
在阳新县排市镇中心小学安置
点，当工作组问及需要红十字会提
供哪些物资或帮助时，排市镇副镇
长、安置点综合协调组组长蔡克智
的回答十分克制：
“我们可以自给自
足，
尽量不给政府添麻烦。”
“不，
这就是问题。红十字会的工
作组不是来检查工作的，
而是来发现
需求，
提供帮助的。
”
孙硕鹏当即回答。
再三询问之后，蔡克智才说：
“我们什么都缺，最紧缺的是卫生防
疫用品。”
7 月 9 日，阳新县富河干流排市

镇万家村段长堤出现两处溃堤，河
水倒灌，沿线河北村、万家村、梅潭
村等村受灾，损坏房屋 436 户，农田
绝收 13000 余亩，7719 人受灾，所幸
没有人员伤亡。
洪灾发生后，
排市镇中心小学转
移安置了 226 户，394 名受灾群众。
大家挤住在一栋教学楼中，
一间教室
要住10余人，
存在防疫聚集性风险。
“现在，
因救灾资金不足，
我们缺
帐篷、
衣被、
折叠床、
防暑防蚊药品等
等。过几天洪水退去后，
我们面临的
急迫任务是环境消杀，
所需药剂和人
员都需要解决。
”
阳新县副县长、
县红
十字会会长蔡暖心道出实情。
工作组立即决定向黄梅县、阳
新县紧急调拨帐篷 200 顶，并援助
衣被、饼干、矿泉水、牛奶、毛巾被、
手电等物资支持当地防汛工作。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已动员上海庄臣日
化有限公司捐赠价值 100 万元的款
物，支持生活保障、防疫消杀等。之
后，还将派遣红十字消杀救援队赴
阳新县开展环境消杀服务。

（上接一版）
■ 宗红
连日来，因遭受强降雨天气
袭击，全国多地遭受洪涝灾害，
受损严重。紧要关头，各地红十
字会闻“汛”而动，全力以赴，抗
洪救灾。

云南昭通：
160 万元善款助力恢复教学秩序
7 月 10 日，为落实、使用好腾
讯公益基金会通过深圳市慈善
会 捐 赠 的 160 万 元 抗 洪 救 灾 资
金，云南省昭通市红十字会深入
彝良县柳溪中学现场核灾、商定
援建项目，帮助遭受洪水袭击的
柳溪中学尽快恢复正常教学秩
序。
6 月 30 日晚，因突发暴雨导
致 江 水 暴 涨 ，柳 溪 中 学 校 舍 被
淹，教学设施、器材被洪水卷走，
直接经济损失 400 余万元。经本
校师生及当地群众全力抗洪自
救，该校目前已复课，但学生运
动场、教学必备器材等仍亟待恢
复。
经请示市人民政府，市红十
字会将善款全部用于援助柳溪
中学抗洪救灾。经与县人民政
府、县教育体育局、柳溪苗族乡
人民政府、柳溪中学相关负责人
会商，该笔善款全部用于受洪灾
损毁的学生运动场、学校排水系
统及校舍修复。目前，各方正依
法开展柳溪中学恢复重建项目

前期准备，确保每一分善款都用在
刀刃上。

江西南昌：
防汛救灾，助力群众渡过难关
7 月 12 日，鄱阳湖水位突破历
史极值。截至 12 日 21 时，南昌市受
灾人口 447533 人，死亡 2 人，直接经
济损失 63135 万元。面对严峻的防
洪形势，全市红十字会紧急调集救
灾物资，组织志愿者连夜驰援受灾
严重地区，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立即启动
自然灾害救援方案，及时收集上报
灾情及救援救助需求，向受灾严重
地区调拨救灾物资，帮助解决转移
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市红十字
会已先后向县区红十字会调拨救
灾物资 4 批，包括赈济家庭包 700
个、毛巾被 1000 床。各县区红十字
会也积极筹措救生衣、空调被、长
柄雨伞等物资，帮助受灾群众度过
难关。
7 月 12 日晚，九江市永修县三
角联圩发生溃堤。南昌市红十字会
雄鹰救援队接讯后，紧急集结 8 车
36 人 6 艇，驰援永修县开展救援任
务。经过十几个小时奋战，截至 13
号下午 7 点，
转移安置 286 名群众。
近日，南昌县防汛应急响应从
四级接连提升到一级。为有效应
对突发洪水，坚决保护好广大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南昌县红十字会开
通“防汛救灾捐赠”通道，在中国建

设银行南昌支行支持下开通微信
捐赠渠道，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防汛工作，坚决打好打赢这场
防汛保卫战。
7 月14 日上午，
县红十字会前
往塔城乡为受灾群众送去救生圈、
毛巾被、家庭包等防汛物资，帮助
受灾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截至 14
日，
县红十字会已累计向受灾严重
的几个乡镇发放家庭温暖包 300
个、
毛巾被300床、
救生圈91个。

安徽黄山：
第一时间将救灾物资送到灾区
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灾情，
安徽省黄山市红十字会提前部
署，积极应对，及时组织抢险救
援，救助当地受灾群众，助力恢复
生产生活。
7 月 10 日上午，3 家企业向市
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6 万余元的防
汛救灾物资，
市红十字会立即将救
灾物资送往歙县、
休宁等重灾区。
7 月 9 日，市红十字人道传播
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到此次洪灾
最严重的歙县县城，进行卫生清
扫整治活动，当天共有 5 名志愿
者参加，
服务工时 9 小时。
自洪灾发生以来，市红十字
会组织志愿者参与防汛宣传、排
查 ，劝 导 、转 移 被 困 群 众 近 400
人，转移保障发电机等重要物资
10 余台，开展物资发放、汛后卫
生整治清扫等工作，102 人次参
加，
服务工时 149 小时。

冲锋在前，全力救援

7 月9 日上午，
受应急部门指派，
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赴百岁门解救
转移群众 1 人；
携抽水设备赴商业网
格停车场开展抽水工作，
成功完成抢
险任务，避免近 20 辆汽车受损。同
日，县红十字户外救援队在环城西
路、
景中河边、
高速路工地等地，
解救
转移被困群众和民工120余人。
6月30 日，
衢州市先锋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接到市应急管理局指令：
组
织8名队员，
出动3辆救援车和3艘摩
托艇前往环城西路等地，
组织救援。
当日 16 时 43 分，救援队又接到
救援求助：云溪村后村自然村因河
水上涨，
村庄被洪水围困，
众多学生
和村民被洪水困在回村路上。救援
队马上组织 15 名队员，出动 4 辆救
援车和 3 艘摩托艇，于 17 时 30 分到
达救援现场，19 时 36 分完成转移工
作，
共转移学生 45 人，
村民 60 余人。

贵州：多批援助
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生活
7 月 14 日，贵州省红十字会调
拨第七批洪涝灾害救助物资。7 月
4 日至 11 日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
害 ，造 成 该 省 8 个 市（州）42 个 县
（市、区）30.8 万人受灾，其中因灾
死亡 8 人、失终 4 人，直接经济损失
5.8 亿元。针对此轮洪涝灾害，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救灾响应，向
省红十字会调拨 10 万元救灾备用
金和价值 70.2 万元的家庭包 1500
个、棉被 1500 床和冲锋衣 1500 件，

救灾款物合计 80.2 万元。根据 14
日上午全国红十字系统防汛救灾
工作视频会议和省红十字会防汛
救灾专题会议要求，省红十字会再
次向受洪涝灾害影响较重的 8 个
市（州）调拨了第 7 批总价值 100 余
万元的棉被、家庭包、冲锋衣及药
品等救灾物资。
6 月入汛以来，截至目前，省红
十字会先后 12 次向总会上报灾情及
需求，
5 次获得总会救灾款物支持共
计 413.85 万元，
省红十字会分 7 批次
调拨总价值 597.1 万元的救灾物资。
6 月底，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
字会向贵州省红十字会援助救灾资
金 71 万元，用于遵义市和黔东南州
开展灾害救助和卫生宣传工作。
救灾资金到位后，省红十字会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灾害救助规则以
及香港红十字会有关要求，第一时
间向遵义市、黔东南州红十字会各
下拨救灾资金 35.5 万元。
据悉，至 7 月底，贵州省还将迎
来 3 轮强降雨，全省防汛救灾形势
复杂严峻。7 月 15 日，省红十字会
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红十字会
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
和主动性；
完善预案，
进一步提高应
急响应处置能力；
严格规范，
进一步
做好救灾物资的接收管理发放；加
强宣传，进一步讲好红十字救灾故
事，对全省红十字系统做好防汛救
灾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