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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包头启动“大爱光明行”基金
本报讯 （包红）7 月 18 日，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十字会正式
启动
“大爱光明行”基金。该基金
是内蒙古新神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在包头市红十字会设立的专项
公益基金，用于为白内障患者免
费实施复明手术。

沧州启动博爱助学“援手行动”
本报讯 （沧红）近日，河北
省沧州市红十字会启动 2021 年
度博爱助学
“援手行动”。凡属沧
州户籍、参加 2021 年全国普通高
考被本科或专科院校国家统招录
取，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
可到
所在地红十字会申请 3000 元助
学金。

玉溪企业为彝族群众捐赠热水器
本报讯 （陶家祥）7 月 20 日，
云南省玉溪市兴红太阳能设备有
限公司通过市红十字会向新平县
彝族山苏支系群众捐赠了价值
2.28 万元的太阳能热水器 10 套,
以有效改善彝族山苏支系群众的
生活质量。

巢湖为返乡大学生举办救护培训
本报讯 （管冉）7 月 15 日至
16 日 ，由 安 徽 省 巢 湖 市 红 十 字
会、共青团巢湖市委联合主办的
“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应急救
护员专题培训班在巢湖市社会组
织党群服务中心举行，47 名“返
家乡”社会实践大学生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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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红十字会驰援河南洪涝灾区侧记
■ 记者 李颀
7 月 17 日以来，河南出现持续
性强降水天气，
全省大部出现暴雨、
大暴雨，
强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北
部和中部地区，郑州、焦作、新乡等
10 地市出现特大暴雨。持续强降
水天气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全国各
级红十字会闻“汛”而动，火速驰援
河南灾区。

各地红十字救援队迅速出击
7 月 20 日，河南省红十字会启
动一级应急响应，广泛动员全社会
力量加入抗洪救灾工作，在全省范
围内动员调配 11 支专业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伍奔赴救灾一线开展救
援。
20 日上午，濮阳市红十字救援
队组织 8 名队员，出动救援车辆 2
台、冲锋舟 2 艘，携带救援设备连夜
奔赴郑州，在郑州荥阳汜水镇展开
救援，连续奋战 10 余个小时，转移
安置群众上百人。南乐县红十字救
援队组织 11 名队员，出动救援车辆
2 台、冲锋舟发电机 1 台，携带救援
设备连夜奔赴郑州，在郑州荥阳连
夜开展救援。

同日，郑州红十字蓝天应急救
援队接到多名群众求助，前往地铁
1 号线博学路站协助将地铁站被困
乘客带出地铁站，
到达现场后，
借助
铲车和冲锋舟将受困人员带离危险
区域。21 日早 8 时，郑州市红十字
水上义务救援队在沙口路从涉水车
辆中救援出 1 名市民，随后又接到
郑州市郑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求助电话，因医院断电需快速转移
疫苗，救援队立刻开动救援车和 2
艘冲锋舟克服种种困难赶到疾控中
心，迅速抢救新冠疫苗、肺炎疫苗、
乙肝疫苗等 200 余箱，共计 7 万余
支。
截至 21 日 18 时，郑州红十字救
援队累计出动 630 余人次，共救助
受困群众 2310 余人。
21 日晚，新乡市出现暴雨、大
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一名网
友在 21 日凌晨发布微博说，
“ 河师
大东区学校综合楼地下室塌了，被
困 100 名，需要救援，情况属实！”并
注明了被困人员电话。
22 日凌晨 1 时许，山东省青岛
市红十字搜救队一支救援小组抵达
河南师范大学，并驾驶挖掘机进入
校园内部。经向校方了解并实地探

察，未发现地下室塌陷险情。青岛
搜救队队长李延照说，
“ 那里很安
全，不是网络上所说的那样”，并表
示，
搜救队队员没有转运师生，
而是
采取原地保护措施。
据李延照介绍，目前青岛红十
字搜救队兵分两路，一队 20 人 4 车
5 艇在新乡开展救灾工作，一队 4 车
11 人 5 艇在巩义。
21 日，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雄
鹰救援队联合赣州、鹰潭、抚州等地
雄鹰救援队共出动 25 名队员在队
长周嘉宇的带领下赶赴河南郑州参
与救援。
“我们每个队都出动了 2 辆
抢险救援车，3 艘冲锋舟，每个队员
都配备单兵救援装备，还携带了抽
水泵、破拆和医疗救援设备，
将在安
徽的高速服务区集合然后按照指令
赶往郑州。我们一定服从当地救援
指挥，
坚决完成任务！”周嘉宇介绍。
同日，萍乡市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选派了 9 名水性好、有经验的队
员出征，他们将根据郑州市红十字
会统一调度，首站前往华中阜外医
院，救助被困病人、家属及医护人
员。
21 日中午，湖南省红十字蓝天
救援中心迅速部署，
筹备物资，
集结

衢州志愿服务走进居家养老中心

本报讯 （南红）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红十字会党组将学习与
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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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最重大的政治任务，紧锣密
鼓开展了专题学习研讨、专题党
课、专题组织生活会、
“办实事”项
目推进会等系列活动，努力让学

本报讯 （唐红）7 月 16 日，河
北省唐山市红十字养老志愿服务
基地授牌暨养老志愿者培训班正
式启动。活动为滦南县红十字养
老志愿服务基地、红十字宁养临
终关怀志愿服务基地等 7 个养老
志愿服务基地授牌，并为新组建
的唐山市红十字养老志愿服务队
授旗。

本报讯 （汪德琪）近日，云
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通过落实党
组会议“第一议题”制度，组织专
题学习，开展系列主题活动等方
式，在全市红十字会系统掀起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的高潮。

本报讯 （张琴）6 月 15 日至
7 月 16 日，云南省大理州红十字
会组织师资深入洱源、宾川、永平
等县开展 34 期应急救护和艾滋
病预防知识培训，近千人参训。

崆峒区送医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闫凤）7 月 16 日，甘
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红十字会联合
甘肃医学院在安国镇开展
“‘中医
医疗’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及崆
峒区红十字会志愿者送医进乡
镇”义诊活动，并为群众讲解常见
病的预防知识。

本报讯 （鄞红）7 月 21 日，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红十字会召开
“打造群众身边红十字会”现场推
进会。会议围绕如何结合社区实
际开展红十字博爱家园工作，在
社区和村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
式服务，深化核心业务建设，
打造
群众身边红十字会等议题交流经
验。

沾益区开展“光明行”活动
本报讯 （沾红）7 月 20 日，云
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红十字会联合
曲靖爱尔眼科医院到德泽乡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养老助老爱心
光明行”为主题的系列公益活动，
将在 12 个村委会进行为期 7 天的
义诊。

南城采购并设置救生竿
本报讯 （余琳娜）7 月 19 日，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采
购一批救生竿，并组织巡河志愿
者将该批救生竿设置在溺水事故
易发重点河段，
以备不时之需。

浦江开展口腔义诊进百村活动
本报讯 （浦红）7 月 20 日，浙
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红十字会组织
县口腔医院诊疗专家志愿者团队
赴浦阳街道宣和社区和金狮社区
开展“幸福有口福 爱牙公益行”
进 百 村 义 诊 活 动 ，受 益 群 众 达
158 人。

习与实践有声有色有行，再掀党史
学习教育新高潮。
市红十字会按照市委党史学习
教育办公室最新部署，就当前和今
后一个阶段学习贯彻
“七一”重要讲
话和党史学习教育深化做精心谋划
安排，形成方案，落实到时间节点，
突出学与悟、践与行，
确保高质量完
成
“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项目。

曲靖：推动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走深走实

大理举办应急救护和防艾培训

鄞州区打造群众身边红十字会

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连夜成立
抗洪救灾筹资领导小组，加强与省
民政厅协调配合。与腾讯、水滴公
益平台开通了救灾善款捐赠渠道，
为社会爱心力量开辟了合规、高效
的执行通道。
20 日当天，四川省红十字基金
会率先向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拨付
灾情紧急救助款 10 万元。河南省
红十字基金会连夜拟定执行分配方
案，
保证资金及时、合规执行使用。
同日，浙江省红十字会向河南
省红十字会紧急拨付 30 万元，用于
支持河南开展救灾救援工作。
21 日凌晨 1 时，爱心企业郑州
爱尔眼科医院联系河南省红基会，
表示愿为省红十字基金会、郑州市
红十字会分别捐赠 200 万元、100 万

南通：打好“组合拳” 掀起新高潮

唐山启动养老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讯 （王拿）近日，山东
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在胜园
街道开展“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
走”志愿服务赶大集主题活动，红
十字医务志愿者现场为群众义诊
并普及健康知识。

爱心善款汇入河南

元，用于抗洪救灾工作。省红十字
基金会在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及
时通知郑州市红十字会做好善款对
接、执行和反馈工作。同时，
加强与
各地市红十字会的联系，掌握各地
救灾物资需求，并根据会党组统一
安排做好善款的拟定执行工作。
21 日上午，江西省红十字基金
会通过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轻松
筹、水滴筹 4 个公益平台等，发起
“和河南一起战洪灾”公益项目，定
向支持河南省防汛救灾工作。截至
目前，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已将筹
集到的 455 万元转至河南省红十字
基金会。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郑州市
红十字会及时成立防汛救灾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时间通过“郑州发布”
公布市红十字会防汛救灾捐赠款物
接收方式，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社
会各界迅速响应，来自四面八方的
爱心物资源源不断汇入河南。
截至 7 月 21 日 17 时，郑州市红
十字会已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1.76 亿
元，首批资金 6660 万元已根据目前
各县（市）区灾情情况安排发放。

全国各地红会积极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胡江丰）7 月 20 日，
浙江省衢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队员走进柯城区万田乡居家养老
中心，为老人们提供理发、健康指
标检测、健康管理咨询等服务。

东营区开展志愿服务赶集活动

水域救援丰富的队员，派出 5 支队
伍，8 车 41 人携带冲锋舟、动力、激
流马甲、抛绳包、发电机、急救箱等
救援装备赶赴郑州。据悉，第二梯
队正在集结中。
截至发稿日，各地红十字救援
队还在河南省内遭受洪涝灾害地区
紧张开展救援行动。

忆初心

7 月 10 日，陕西省商洛市红十字会、
商洛市曙光救援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来到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代街村，
开展
“忆初心、
感党恩”
关爱老党员和
困难群众活动，
共为 15 户老党员和困难家庭发放了生活物资。
（何永俊）

小康圆梦

福建省永安市洪田镇——

进一片天然林，
“这片天然林是村里
一户人家承包起来的，不想遇上政
策变化，天然林全面禁采。”蓝光椿
介绍，
“ 要不是有了好政策，这片林
子还是
‘悬而未决’
。”
蓝光椿说的好政策，是永安去
年的一个探索。被承包过的天然林
不能砍，
但每年有补偿收益，
永安市
农商行、林业局、乡镇政府、村级组
织四方签订合作协议，以村集体为
主体，将生态公益林或天然林补偿
收益权作为质押，
申请中长期贷款，
专项用于回购这类天然林。
首笔贷款就落在马洪村。
“村里
还款有压力吗？”涂述灵问。
“压力还是有的。利率能不能
再降点？或者财政能不能贴息？”蓝
光椿实话实说。
“政策仍在试点，
镇里会跟大家
一起想办法。从长远来看，林子保
住了，矛盾解决了，回购的天然林，
补偿标准会逐步提高，村集体就能
长期、持续稳定增收。”涂述灵说。

马关实现“红十字服务”进驻政务大厅
本报讯 （马红）7 月 12 日，云南
省文山州马关县红十字会正式驻进
县政务服务中心。
马关县红十字会在县政务服务
大厅设立“红十字会窗口”，为群众
提供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应急救护、
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
官（遗体）捐献、募捐筹资、志愿者注

册登记及医疗救助申请等惠民事项
的咨询和服务。服务窗口还设置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和红十字急
救服务书架，配备急救箱、口罩、三
角巾、绷带、呼吸膜等急救用品及急
救知识书籍、急救知识宣传册等，
供
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学习和使用。
马关县红十字会还为县政务服

宜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本报讯 （宜红）7 月 9 日，湖
北省宜昌市红十字会召开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
“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
入领会和把握讲话的重大意义、丰
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深入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历史性成就；深入领会伟大建党精
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

邳州：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生态资源好 林改气象新
伏天的闽中大山里热浪逼人。
福建省永安市洪田镇党委书记涂述
灵一行入村调研，琢磨的却是怎么
给林改工作再
“升升温”
。
洪田镇是林改先锋。当年，福
建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山下推到山
上，洪田镇洪田村就是头一批
“弄潮
儿”。可“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后，如何实现既
“绿”又
“富”呢？
工业底子是薄一些，可生态资
源好啊，森林覆盖率达 86.54%，竹
林面积更在永安各乡镇里排第一。
履新不足两个月的涂述灵，对镇情
心里有谱：
“这些天反复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对‘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协同推
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这句话印象格外深。洪田镇的未
来，就得
‘绿’
‘富’
共赢，
就得向改革
要动力。”
马洪村，是涂述灵调研的第一
站。村党支部书记蓝光椿引路，走

目前，市红十字会已组织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 5 次，开
展专题宣讲 6 次，撰写理论文章 2
篇，调研文章 9 篇，1 名支委被市直
机关工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1
名支委在“学习强国 . 学习达人”知
识竞赛中获优秀奖。

调研第二站，是湍石村。
“ 听说
村里开始‘卖空气’，特意来看看。”
一见村党支部书记吴汝声，涂述灵
就开门见山。
从 2019 年开始，永安整合全市
竹林资源，
开发竹林经营碳汇项目。
湍石是毛竹大村，有 1.7 万多亩竹林
纳入其中。如果经营得当，每亩竹
林预计可增加碳汇储量 0.3 吨；
按每
吨 20 块钱销售，一年下来就能增收
不少。
“经营不影响，
投入不增加，
就
能多一块收入。这样的好事，越多
越好！”吴汝声说。
“关键还得把竹林经营好。”涂
述灵说，
“ 加强竹林抚育和灾害防
护，
科学采伐，
可持续经营。竹子长
得越好，
收益越高。”
“您放心，
如今村民拿竹子当宝
贝呢，
打心里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理念。”吴汝声说。
离开湍石村，
车子又钻进大山。
蓝天如洗，长烟一空，眼前满是绿
色，
愈显生机勃发。 （人民日报）

务管理局及入驻服务中心的全体干
部职工等 30 余人举办应急救护培
训，让服务窗口的干部职工在遇到
突发事件时能及时、正确地开展自
救互救。
近日，文山州红十字会将红十
字会服务进驻政务服务大厅作为年
度重点为民办实事项目抓牢抓实，
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先后深入马关、
砚山开展专项调研指导。其中，马
关县率先实现该项工作
“零突破”
。

本报讯 （邳红）7 月 19 日，江
苏省邳州市红十字会举办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读书班，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时刻坚定理
想信念、切实践行为民宗旨、不断
坚持守正创新、持续强化担当作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继承发扬

伟大建党精神，增强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
人民的殷切期望，担当好新时代历
史使命。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努
力在为民服务中再创新佳绩，以高
水平的红十字工作服务高质量发
展，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
程中，
贡献红十字人的力量，
谱写新
时代的红十字事业新篇章。

通辽：学深学透、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本报讯 （通红）7 月 5 日，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红十字会党组
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机关
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会。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
把学习讲话精神同学习党的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同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教育、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结合起来，同红十字
会主业主责结合起来，准确把握讲
话内涵，
深入领会精神实质，
力求学
深学透、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遂宁：辉煌百年路 照亮红十字
本报讯 （遂红）7 月 5 日，四
川省遂宁市红十字会召开党组中
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
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今后市红十
字会发展指明方向。

宁陕：学习讲话悟思想 汲取力量办实事
本报讯 （祝松）近日，陕西
省安康市宁陕县红十字会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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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党员干部开展自
学、分享感悟。

下一步，县红十字会将继续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为契机，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以实实在在
的工作成效践行红十字人的初心使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