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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助捐抗洪救生衣

本报讯（杨玉明）7月19日，
江苏全舟通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西
地区捐赠 200 件救生衣，江苏省
东台市红十字会绿舟救援队的志
愿者们积极协助救生衣的装箱、
打包、搬运等工作，确保捐赠物资
第一时间发往抗洪一线。

栖霞区助力防汛

本报讯 （吴玉萍）近日，长
江水位超警戒水位，为保障居民
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南京市栖
霞区燕子矶街道下庙社区红十字
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组成
防汛志愿巡逻队，在燕子矶公园
至化工厂码头段 24 小时不间断
轮流巡逻。

安福县关爱受灾群众

本报讯（李柳根）7月17日，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红十字会为
该县受灾较为严重的浒坑镇等乡
镇发放第二批赈济家庭包105个，
毛巾被87床，让受灾群众感受到
来党和政府及红十字会的关爱。

长丰县开展防灾减灾培训

本报讯 （王景）为有效应对
安全生产类和自然灾害类等突发
事件，7月16日，安徽省合肥市长
丰县红十字会到双墩镇花园社区
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培训，70余名
社区村居干部参加培训。

达茂旗参加全旗防汛演练

本报讯 （达红）目前正值防
汛关键期，为确保全旗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7月16日，内蒙古
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防汛抗旱指
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防汛抢险
实战演练，旗红十字会组织应急
救护员队伍参加演练。

南华县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罗智惠 罗正光）7
月16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南华县红十字会到联系帮扶点雨
露乡洒批武村委会开展“自强、诚
信、感恩”主题教育活动，并对该
村委会群众推选出的 21 户优秀
贫困户进行表彰奖励，奖品包括
运动鞋、垫棉等共计280件，价值
5000余元。

秦淮区成立三支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黄鹂）7月10日，江
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来到光华园社区开展组建志
愿者服务队工作，当日分别成立
无偿献血志愿者、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养老照护志愿者三支
服务队。随后，三支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分别走进社区群众中，为
居民提供各类志愿服务。

安宁急救培训进消防大队

本报讯（安红）7月15日，云
南省昆明市安宁市红十字会赴昆
明森林消防支队安宁大队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110 名森林消防官
兵参与培训。

吉安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李柳根）近日，江西
省吉安市安福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应急救援局开展高危从业人员救
护培训，来自全县的专业森林消防
队员、基层灾害信息员等高危行业
从业人员共计137人参加了培训。

南安开展青少年教育夏令营

本报讯 （南红）7 月 15 日至
19日，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红十
字会联合有关单位在官桥镇红十
字青少年公益书屋开展“崇文尚
德 铸魂育人”公益夏令营活动。
40 名小学生和海峡都市报小记
者参加活动。

天长开展拥军慰问活动

本报讯（天红）7月15日，安
徽省滁州市天长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市红十字会带领志愿者和爱
心商家走进汊涧镇郜山部队开展
拥军慰问活动，为他们送上糕点、
水果等慰问品。这是该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市红十字会连续第 6
年慰问该部队。

鹰潭开展养老普及培训

本报讯（鹰红）7月12日、15
日上午，江西省鹰潭市红十字会
组织养老服务师资分别在信江新
区汇泉服务中心为50余名老人、
在市红旗干部学院为 60 位老干
部开展了两场红十字养老服务普
及培训。

白银贯彻落实两会精神

本报讯 （边海芬）近日，甘
肃省白银市红十字会召开党组理
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专题
传达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 （综合）6月以来，南方
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长
江流域平均降雨量为 1961 年以来
同期最多。而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
害，已造成浙江、江苏、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等 27 个省（区、市）近
4000万人次受灾。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全国各
地红十字会纷纷进入“战时状态”，
全力抗洪救灾，用实际行动发扬“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湖北英山：
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近日，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遭
遇多轮强降雨袭击，县红十字会闻
灾而动，全力以赴开展救灾工作。
截至7月15日，共向全县11个乡镇
紧急调拨帐篷 300 顶、冲锋衣 300
件、赈济家庭包 1210 个、棉被 600
床，大米 20078 斤，总价值约 85 万
元。

8 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
《关于迅速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
的命令》，县红十字会快速反应，与
县应急管理局、县民政局、全县 11
个乡镇密切沟通协调，深入一线了
解灾情和需求，积极向上级红十字
会请求支援。

10日，温泉镇百涧桥村受强降
雨影响受灾严重，42户受灾群众被
紧急转移至村转移安置点，生活遇
到困难，县红十字会立即送去价值
1.2万元的赈济家庭包。

13日，县红十字会前往石头咀
镇武显庙村，为转移安置点 4 户群
众送去赈济家庭包。

14 日，趁雨歇间隙，根据既定
救助方案，县红十字会在一天之内

把全部防汛救灾物资迅速发放到全
县11个乡镇，由各乡镇及时发放到
受灾困难群众手中，预计受益群众
超过6千人。

防汛期间，县委常委、副县长蔡
文男，副县长、县红十字会会长黄伟
多次深入一线、专题调研，指导制定
受灾困难群众救助方案，提出物资
使用分配原则。广大红十字志愿者
深入防汛一线，协助村防汛应急队
全面排查山体河道、水库、地质灾害
点，对危险区域的居民迅速实行应
转尽转，全面落实“三险四保”防汛
任务，形成防汛救灾联动体。

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向英山紧急调拨帐篷 300 顶、冲锋
衣 300件、赈济家庭包 800个、棉被
600 床，大米 20078 斤，价值共计
72.44 万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
英山紧急调拨 300 个赈济家庭包，
价值 9.24万元。湖北省红十字会、
黄冈市红十字会向英山紧急调拨
110个赈济家庭包，价值3.38万元。

湖北鄂州：
把党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连日来，湖北省鄂州市连续普
降大到暴雨，受到强雨影响，湖北省
鄂州市华容区临江乡芦洲村1组洲
头湾村 58 户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受
到严重威胁，7月7日下午，116人安
全转移到临江乡中心小学安置点。

市红十字会接到区红十字会报
告的灾情后，迅速核实情况，7月16
日上午，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彭
杏、区政府副区长方钢、区红十字会
负责人熊胜前一行 8人，带上 58份
红十字“救灾家庭包”，深入灾民安
置点慰问受灾群众。他们细心询问

村民生活情况及其困难，把救助物
资送到村民手中，鼓励大家坚定信
心，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渡过
难关”。

村民们露出久违的笑容，连声
道谢：“有了党的关怀，我们什么都
不怕。”

重庆忠县：
为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

6 月以来，重庆市忠县先后遭
受多次自然灾害袭击，造成农业生
产受灾，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居民住
房倒损和人畜饮水困难，给人民群
众带来较大损失。

县红十字会及时收集灾情汇总
上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根据灾情
报告，调拨忠县一批棉被、毛巾被、
冲锋衣等价值 11.64万元的救灾物
资。

接到此批救灾物资后，县红十
字会根据各乡镇（街道）的受灾情
况，及时发放给新生、任家等 20 多
个灾情严重的乡镇（街道），帮助受
灾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让困难群
众真正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
各界的关心与温暖。

安徽桐城：
保障安置点百姓生活

7 月 17 日，安徽省安庆市桐城
市红十字会紧急行动，组织红十字
志愿者将由省红十字会调拨的价值
36390元抗洪救灾物资陆续发往该
市受洪灾严重的孔城镇、金神镇等
沿湖5个镇防汛指挥部，主要用于救
助受灾镇集中安置点居住的百姓。

6 月以来，桐城市受多轮强降
雨影响，水情汛情灾情进一步升级。

7月 15日上午 10时，桐城市启动自
然灾害救助Ⅱ级应急响应，全市上
下打响防汛抢险救灾保卫战。市红
十字会积极担当作为，第一时间与
上级红十字会联系报灾救灾事宜，
主动与当地应急管理局、民政局联
系，并通过沿湖各镇指挥部，多途径
了解并收集灾情与需求，适时向上
级红十字会报灾和争取救灾物资。

7 月 15 日，省红十字会调拨的
家庭包、棉被、毛巾被、冲锋衣等救
灾物资由安庆市红十字会备灾库发
运到桐城，7月16日，桐城市根据受
灾镇安置点数及安置的灾民情况及
时将物资予以分配下发，要求各防
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将救灾物资发放
到集中安置点百姓手中。

目前，各地缺风油精、清凉油、
花露水等防暑物品，桐城市将再一
次上报新的灾情进展和需求，争取
上级红十字会再次调拨物资增援桐
城。

安徽肥东：
防汛赈济救灾在行动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连
降暴雨，水位迅速上涨，部分区域出
现积水内涝现象，多数受灾群众被
转移安置。7月 18日 18时起，肥东
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肥东县
红十字会与当地应急管理等部门沟
通协调，迅速查灾、报灾，及时汇总
各乡镇（园区）受灾情况向市红十字
会准确报送。

截至 7月 19日，县红十字会紧
急调拨棉被、毛巾被、床等价值 10
多万元备灾物资用于部分乡镇（园
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以上物资
已第一时间发放到相关安置点受灾

群众手中，后续物资正在紧急筹备
中。

浙江上虞：
构筑橙色生命线

近日，上虞区红十字会从自身
职责出发，购置救生圈、救生绳等救
生设施 500 套投放到全区江河湖
泊。

这些救生设施既可用于汛期乡
镇街道防汛巡查人员巡查江河湖泊
时自身防护需要，也可用于易出现
溺水事故的水域。

区红十字会在全区江河湖泊投
放急救用救生圈已进入第六年，累
计购置救生设施 2000余套，配发到
各个乡镇街道，并将逐步扩大投放
范围，提升急救效率。

江西新建：
深入安置点慰问受灾群众

7 月 18 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区红十字
会深入大塘坪乡受灾群众安置点，
为受灾群众送去总价值 68920元的
毛巾、家庭包、方便面、矿泉水等生
活必需品，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需求，解决暂时生活困难。

当天，红十字心理志愿者来到
安置点，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通过面对面倾听、对话、交流，帮助
受灾群众走出心理阴影，重拾对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此次发放的物资含毛巾 120
箱、家庭包120箱、方便面300箱、矿
泉水 972 件。其中毛巾被、家庭包
由南昌市红十字会下拨，方便面、矿
泉水为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下拨救
灾捐赠资金自购。

吹响抗洪救灾“集结号”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持续支援抗洪救灾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红十字人道传播志愿服务队深入洪涝灾害严重
的休宁县，慰问受损严重的家庭并送上慰问金。志愿者每到一户受灾村
民家中，都认真查看受灾情况，询问生产生活情况，了解村民需求，勉励村
民坚定信心，努力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生活。 黄红/摄

重建未来

■ 洛红

连日来，南方多省发生洪涝灾
害。7月8日，河南省洛阳神鹰救援
队25名队员紧急集结，携带相关救
援设备，千里驰援灾区。哪里洪灾
最重，他们就转战哪里，先后赶赴湖
北、安徽、江西三省抗洪救灾。截至
目前，在当地红十字会协助下，救援
队已转移80余名被困群众。

辗转多个洪灾区
协助转移被困群众

8 日傍晚，救援队抵达湖北省
黄冈市黄梅县大河镇。洛阳神鹰救
援队党总支书记、总指挥张超伟介
绍：“九江、安庆、景德镇都有洪灾，
我们一路过来，看到有些地方洪水
淹没房屋，许多村子都泡在水里，许
多居民的房子只剩下房顶。”

在这里，他们看到，洪水退去
后，村里一片汪洋，很多老百姓的家
都被淹了。洪水最深处达到腰部，
老人孩子都被困在家里。队员们立

即整理装备，驾驶冲锋舟，协助消防
人员把当地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
直到半夜才稍作休息。

10日，闻讯江西鄱阳县受灾严
重，救援队又冒着大雨赶赴鄱阳县

救援。由于长江水位上涨，道路断
行，队员们只得绕路，于当日下午 3
时 40 分到达鄱阳县昌江段。当时
水位已经很高，大雨仍未停止，位于
昌洲大桥附近的多个村庄被泡在深

水中，情况非常危急。队员们立刻
下车实施救援，出动冲锋舟协助当
地武警、消防人员将百姓安全运送
出村。

11日，救援队赶往重灾区景德
镇参与救援。到达时洪水已退，街
道一片狼藉，百姓商户损失严重。
队员们立即参与到灾后救援工作
中。

此次应急抗洪队伍中有 3名女
队员，“但她们冲锋在前，一点儿不
比男队员差。”

水位疯涨，房屋被淹
紧急转移孤岛群众

12日早 7时 50分，队员们刚吃
完早饭，便收到鄱阳县莲湖乡发来
的求救信息：“莲湖乡现需紧急转移
全乡群众，目前进出道路已断，急需
舟艇救援支持。”接到信息后，队伍
立即出发救援。

莲湖乡共 31 个村，7 月 8 日开
始疏散村内群众，但仍有很多人没
有出来，大多是不愿离开的老人。
水位疯涨，30个村几乎全被淹没。

“洪水一小时就涨一米，一分钟
都耽误不起。”路边就是洪水，队员
们卸下 4 艘冲锋舟直接下水，全速
驶向仅露出房顶、树尖的莲湖乡，15
分钟便到达临时搭建在地势较高处

的乡指挥部。
了解完情况后，4 艘冲锋舟每

艘拉上一名熟悉情况的老乡，挨村
挨户搜寻被困村民。此时，最高水
位已达 23 米，水面上只剩下房顶、
树尖。冲锋舟行驶在村中，沿途水
面上漂浮着水草、庄稼、水蛇、生活
用品……

船上有人看路，有人盯着发动
机，以免被杂物缠住，有人瞄着树
枝，以免扎破橡皮艇。老乡和队员
分开两边，边开边喊，搜寻村民。

在一个孤岛上，通信信号不
好，情况十分危急，一个 30 来岁的
男子直接跳下水，游到有人的地
方，紧急向指挥部求救。救援队的
搜救工作一直持续到 12 日下午 4
时 30 分，全天共转移 33 位当地村
民。

“现在我们在江西省永修县三
角乡，昨天夜里，这边的堤坝已经溃
堤，群众已基本转移走了。我们目
前的主要任务是转移情况特殊的群
众，帮助当地群众修筑堤坝。”13日
上午，断断续续的电话信号里，传来
张超伟的声音。

截至目前，救援队已累计转移
80 多名被困群众。救援队依旧奋
战在抗洪一线，时刻做好再次出发
的准备。

哪里洪灾严重，就转战哪里救援。洛阳市神鹰救援队——

转战三省，奋力救援

本报讯 （绍红）为进一步加
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建设，提高
救灾救援能力，7月15日，浙江省
绍兴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应急管理
局举行应急联动工作协议签署暨
绍兴市红十字应急救援总队成立
仪式。

该救援总队是浙江省第一
支地市级红十字应急救援总队，
下设柯桥、上虞、诸暨、嵊州、新
昌和无人机救援 6 个分队，由各
救援队骨干队员组成。救援队
设政治指导员 1 名，由市红十字
会 机 关 党 支 部 专 职 副 书 记 担
任。

仪式结束后，市红十字会与市
应急管理局签订应急联动工作协
议，旨在共同提高该市应急救灾能
力，以各自职能为基础，建立“应急
联动，信息共享，组织协调，共训共
练，协同培育，物资保障，共同宣传”
等七个机制，积极开展全面、深入、
长期的战略合作，不断提升红十字
会应急救援、物资保障指挥调度能
力。

目前，全国多地防汛抗洪形式
严峻，市红十字应急救援总队将积
极防灾备灾，加强值勤备战，确保在
面对各类突发性灾害时能够随时拉
得出、打得响、战得赢。

绍兴市红会与市应急管理局签订应急联动工作协议

成立全省首支地市级红十字应急救援总队

“一家一个救生圈”，护卫“水乡”南城
本报讯（余琳娜）7月14日，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向
12 个乡镇下发 250 套救生圈设
备，支持各乡镇开展“泳安计划”，
并设立永久性救援点，建立村民
防溺水设备共享机制，防止暑期
和汛期多发的溺水事故。此批救
生圈设备由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

“一家一个救生圈”项目支持。
端午节前，县红十字会启动“泳

安计划”百日巡河志愿服务，6月中
旬至 9 月底，沿县城危险水域和市
民野泳区域执行常态化巡逻和劝
阻。此次沿岸设置“共享泳圈”，为
河道边的生命安全增设一道新防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