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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赴灾区开展志愿服务

本报讯（胡亚林）7月19日，
安徽桐城市红十字会联合当地卫
生健康委员会发出倡议，号召全
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广大
医务工作者到灾区去、到灾民安
置点去，开展医疗救护、卫生防病
宣教、心理援助等志愿服务。

镇江救援队助力防汛

本报讯（镇红）7月17日，江
苏省镇江市红十字救援队来到防
汛形式严峻的江心洲，对接江心
洲防汛指挥部，察看江堤交通环
境、重点险段情况，了解江岛群众
应急撤退预案，确保在需要时能
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南城县关怀受灾群众

本报讯 （南红）7月以来，江
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多个乡镇出现
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
急拨付救灾备用金。收到救灾款
后，县红十字会立即采购一批救
灾物资。7月 19 日，县红十字会
组织志愿者前往灾情较重的洪门
镇和沙州镇慰问受灾困难群众。

黄山进行灾后卫生整治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
省黄山市红十字人道传播志愿服
务队再次来到洪灾受损严重的歙
县经济开发区进行灾后卫生整治
活动。20名红十字志愿者参加，
服务工时180小时。

南昌县启动“赣抚值守”项目

本报讯（喻佳兵）7月18日，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启动 2020
年“赣抚值守”项目，赣抚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 30 余名志愿者参加
启动仪式。志愿者们将通过河边
值守的方式来劝阻独自玩水的未
成年人，减少溺水事件的发生。

津南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本报讯 （张皎云）为确保汛
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8日，
天津市津南区红十字会在东沽路
彩虹桥西侧河道开展防汛应急演
练，组织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做
好防汛准备工作。

泰兴举行急救技能大练兵

本报新 （泰红）近日，江苏
省泰州市泰兴市红十字会联合市
体育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市游泳运动协会在市体育馆联
合举办“急救技能大练兵”。相关
单位负责人、体育中心全体职工
参加演习。

金牛区开展防汛减灾演练

本报讯 （金红）为全面加强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7月 16 日上
午，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
道在金科苑社区外广场开展防汛
减灾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区红十
字会应急救援队积极参与，受益
群众200余人。

阎良区急救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阎红）7月20日，陕
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走进
西安航空基地中法水务有限公司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该公司
50余名员工参加培训。

巴林左旗急救培训进公安局

本报讯 （巴红）7 月 18 日至
19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
左旗红十字会在旗公安局举办了
第三期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37
人参加培训。

利津县急救培训走进学堂

本报讯（利红）7月22日，山
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受邀为利津街道文昌社区萤
火虫学堂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以
防溺水为主题的应急救护专题培
训，15人参加培训。

临沧急救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罗金灿）7 月 17 日
至18日，云南省临沧市红十字会
赴临沧财贸学校为广大师生开展
了为期 2 天的应急救护技能培
训，该校195名师生参加培训。

巴彦淖尔开展“博爱一日捐”

本报讯 （关璐）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红十字会组
织开展“博爱一日捐”捐款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职工慷慨解囊、
积极参与，共捐款1300元。

竹镇镇启动公益夏令营

本报讯（竹红）7月20日，由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红十
字会、镇团委、镇妇联等部门共同
举办的“童享阳光 希望有约”留
守儿童公益夏令营活动在镇民族
小学正式开营。

本报讯 （综合）目前，防汛抗
洪形式依然严峻。为进一步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积
极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参与抗洪
救灾工作。

云南彝良：
紧急开展灾情救援

7 月 20 日，云南省昭通市彝良
县牛街镇冯家沟遭遇山体滑坡，导
致2人及房屋财产被掩埋，交通、电
力、供水、农作物等受损，造成严重
经济损失。

县红十字会得知消息后，第一
时间筹集棉被、衣服、大米等价值
3000 余元生活用品送到灾区慰问
灾民，帮助受灾群众早日度过难关、
重建家园。

浙江绍兴：
红十字无人机救援队奋力救援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无
人机救援队紧急集结，第一时间赶
赴洪灾现场参与防汛救灾工作。

7月 13日至 17日，救援队连续
奋战 5 天，支援行动 3 次：13 日晚，
支援江西预备役炮三旅加固鄱阳县
浦涝村堤坝；14 日晚，支援浙江省
消防总队在南昌麻丘抚河大堤巡
查；15 日晚，支援江西省消防总队
在九江湖口流芳镇开展抗洪行动。

该市红十字无人机救援队目前
共有队员21人，是全市首个无人机
救援队，在夜间救援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内蒙古乌兰察布：
积极开展灾害救援工作

7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突降暴雨，集宁区铁
东北口平房区、方正康城东面的平
房区被淹，部分群众被困，急需救
援。市红十字会得知汛情后，第一
时间组织应急救援队到达灾害现场
投入救援工作。队员们冒着大雨，
淌过大腿深的泥水，为居民抢救家
中重要财产和搭建防洪墙，全力救
援受困群众，历时6小时，圆满完成
了救援任务。

入夏以来，乌兰察布市经历多
次强降水过程。为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市红十字会重新组建了应急救
援队，配备相应装备，并做好各类救
灾物资储备等工作；制定了24小时
防汛救灾值班制度，确保在灾害发
生后能及时掌握群众需求，减少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江苏栖霞：
全力做好防汛志愿服务保障

7月 18日至 19日，江苏省南京
市栖霞区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 30
余人，赴八卦洲防汛避险人员撤离
安置点参与志愿服务，帮助撤离老
人，开展心理疏导。

据统计，7 月 14 日至 19 日，栖
霞区共集中撤离八卦洲街道各敬老
院人员和失能、半失能居家养老人
员、残疾人员 310人，分别安置在 8

家养老机构内。目前，安置点饮食、
医疗等均有基本保障。

在八卦洲人员撤离准备前期，
区红十字会积极联系区妇联、区总
工会、团区委等相关部门，研究安置
点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在安置点所
在街道、社区招募红十字志愿者，并
联合区红十字养老照护志愿者队
伍，做好志愿服务准备工作；主动与
安置点养老机构对接，了解掌握养
老机构需求，以便组织开展有针对
性的志愿服务。

上海金山：
大力支持普洱市救灾救助工作

7 月 21 日，上海市金山区红十
字会向云南省普洱市红十字会捐赠
救灾救助物资仪式在普洱市红十字
会举行，此次共捐赠价值23.04万元
的帐篷80顶和棉被400床。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普洱
市红十字会与上海金山区红十字会
共同在人道救灾救助领域加强合
作，在救灾救助、公益项目等方面开
展新形势下的两地红十字会工作。

重庆梁平：
30余万救灾物资发放灾区一线

7 月 22 日上午 9 时，总会通过
重庆市红十字会捐赠的第二批价值
26.07 万元的救灾物资运抵梁平。
梁平区红十字会及时组织工作人员
赶往分配点，将接收的救灾物资分
发到了本区 8 个镇（街道）。至此，
区红十字会已累计向受灾严重的

11个镇（街道）发放总价值 30.67万
元的赈济家庭包等救灾物资。

7月15日以来，受强降雨影响，
梁平区多个镇乡（街道）遭受重大洪
灾。梁平区红十字会及时与区应急
局取得联系，收集全区受灾情况并
获取数据资料，第一时间向市红十
字会及灾害管理系统上报灾情及救
援救助需求，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并
及时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的物
资分配救灾一线，帮助受灾群众渡
过难关。

下一步，区红十字会将利用市
红十字会下拨的6万元抗洪救灾资
金及本会通过社会捐赠的部分资
金，统一购买一批生活用品，发放给
全区500户受灾严重的困难群众家
庭，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红
十字会的关怀和温暖。

安徽合肥：
动员全市红会系统力量防汛救灾

连日来，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
安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立刻启动应
对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
案，成立市红十字会防汛救灾工作
组，指挥调度全市红十字系统防汛
救灾。

19日中午，市红十字会从备灾
救灾库紧急调出一批物资（夏被
1000 余床、折叠床 450 张）送往肥
东、肥西、庐江、巢湖等地，所有物资
均及时准确送达指定地点，受益群
众约1900人。

7 月 19 日，得知部分乡镇群众

被困无法及时转移，肥西县红十字
会立即向省红十字会请求支援。省
红十字救援队转战肥西多个乡镇展
开救援，截至7月21日，转移该县受
困群众 1000余人。此外，县红十字
会还积极与县应急局对接，助力乡
防汛救灾。截至 7月 21日，已向全
县各个集中安置点分发折叠床 150
张、棉被490床、毛巾被200床、夏凉
被299床。

近日，肥东县红十字会紧急调
拨价值 10 多万元的备灾物资用于
部分乡镇（园区）受灾群众集中安
置，后续物资正在紧急筹备中。

7月 19日至 20日，长丰县红十
字会第一时间调拨储备防汛物资累
计 433件，总价值人民币 42270 元，
送到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为安置
点群众送去温暖。

江西南昌：
接收防汛救灾捐赠款物超百万元

连日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全县10个水位站有7个超历史最高
水位。危急关头，县红十字会在县
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第一时间发
出开展防汛救灾募捐的倡议，得到
各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积极响
应。

截至 7月 20日下午 16时，南昌
县红十字会接受社会防汛救灾捐赠
款物达 1191171 元，其中接收捐款
850615 元，接收物资折款 340556
元。县红十字会及时向社会进行公
示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

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红十字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持续积极参与防汛救灾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主动请战，整装集结，
第一梯队7名受过水域救援专业训练的队员携带2艘冲锋舟等设备，星夜
驰援江西灾区执行救援任务。

7月14日凌晨5时，救援队抵达鄱阳县后立即投入抢险战斗中。截至
7月16日，在当地指挥部统一调度下，救援队累计转移灾区群众190余名、
护送当地中考学生42人，配合当地政府运送物资9余吨。

江红/摄

驰援江西

■ 洪永林 丁力

7月1日以来，江西省九江市普
降大到暴雨。7月 10日，九江市防
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为Ⅰ级。针对
严峻的防汛形势和严重的受灾情
况，九江市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响应，
启动应急预案，积极筹集救灾物资，
帮助灾区群众重建家园。

积极争取救灾物资
走访慰问受灾群众

汛情发生后，市红十字会第一
时间向省红十字会报告灾情，积极
争取帐篷等救灾物资。7月 12日，
省红十字会紧急调拨 200 张折叠
床、300 条毛巾被、300 个家庭包运
抵永修县、彭泽县、共青城市等重灾
区。 随后，总会和澳门红十字会 6
批共1800个赈济家庭包、2700条毛
巾被、50顶单帐篷共价值772950元
的物资运抵九江。7 月 14 日至 15
日，总会及省红十字会负责人深入

受灾严重的共青城市、永修县指导
物资发放，慰问受灾群众。

市红十字会根据市委市政府要
求，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为受
灾地区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开设
银行汇款、在线捐款、现场捐款等多
条捐款渠道。募捐通知发出后，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奉献爱心。
截至7月19日24时，市红十字会系
统累计接收捐赠 2225619.32 元，累
计接收物资价值3740977元。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大力开展志愿服务

救灾工作中，红十字志愿者成
为重要力量。

在受灾最重的永修县，每天有
200多名红十字志愿者奋战在抢险
救灾一线。7月 12日，永修县红十
字会紧急组织蓝天救援队赶赴灾
区，协助当地抢险救灾，当天共转
运被困人员 60 余人次，途中还为
当地消防应急救援人员运送了补

给；7 月 10 日下午，都昌县红十字
会志愿者向大港镇发放价值近万
元的赈济家庭包，并走访慰问部分
受灾群众；7 月 14 日，柴桑区红十
字志愿者带着 2000 斤西瓜、1500
个莲蓬、100 箱矿泉水、35 箱方便
面等物品，赴江洲镇蔡洲村慰问防
汛部队官兵和群众；7 月 16 日，修
水县红十字会志愿者深入灾区开
展赈灾救助活动，为黄坳、上杭、杭
口等乡镇送去赈济家庭包、毛巾
被、折叠床等一批价值 5万余元救
灾物资。

汛情发生以来，市红十字会全
体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岗位。为更好
地为捐赠人服务，他们加班加点保
证捐赠途径畅通；在物资发放中，他
们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发放原则，
确保及时将救灾物资发放到最需要
救助的群众手中。目前，捐赠资金
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领导下统一
调配使用，捐赠物资已全部发放到
位。

灾区一线的红十字身影
——江西省九江市红十字会全力参与防汛救灾纪实

■ 侯玥

再次面对疫情，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始终“向险而行”，奋战在疫情防
控最前沿，用坚守铸就了一道道坚
固的抗疫城墙，用行动诠释了“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十字志
愿者。

随叫随到

新疆新一轮疫情爆发后，乌鲁
木齐市劲畅红十字应急救援车队积
极加入到社区防疫保障志愿车队，
听从社区安排，帮助社区运送物资、
接送居民。

7 月 21 日下午 14 时,安曾接到
社区电话：有位脑梗病人下午出院，
需要车辆将病人接回。安曾立即领
命并在指定时间将病人从医院接
回。由于病人坐着轮椅行动不便，
而居住楼栋又没有电梯，安曾便和
病人家属一起将其从楼梯上抬回家
中。虽然已经汗流浃背，但安曾来
不及休息，便匆匆离开——下一个
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安曾的手机
24小时开机，时刻待命，“只要有需
要，随叫随到”。

主动作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红十
字会白鸽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谢超

第一时间来到居住地所在社区参加
志愿服务。帮助社区打电话通知居
民做核酸检测的相关事宜、帮助医
护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为居民购买
生活必须用品、协助社区做好人员
和车辆出入管控……每天，谢超都
在忙碌中度过。“作为一名红十字志
愿者，面对疫情，更应该敢于担当、
主动作为，弘扬红十字精神。”谢超
说。

疫情期间，白鸽志愿者服务队
主动承担起小区院内的消杀工作，
志愿者们对单元楼道、健身器材、小
广场等区域进行了全覆盖、零死角
的消杀，还为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
送去生活用品、购买水电，得到老人
们的一致称赞。

居海林，一名退伍军人。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带领公益团队
的战友们，一直坚守在乌鲁木齐高
铁站，协助高铁站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维护秩序、服务旅客。从3月份
到现在，居海林一直坚持协同高铁
站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常常从凌晨
12点工作到夜里 4点过，对每一趟
列车的旅客进行检查。“作为一名红
十字志愿者、一名党员、一名退役军
人，我和战友们能为疫情防控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感到特别
光荣。”居海林说。

“疫情不退，我们不回！”是乌鲁
木齐市红十字志愿者们战胜疫情共
同信条。

“疫情不退，我们不回”
——乌鲁木齐市红十字志愿者助力战疫侧记

深圳红会：直播“暑假安全第一课”，惠及5万人
本报讯 （深红）近日，为了给

“神兽”们的暑假安全保驾护航，广
东省深圳市红十字会与晶报联合举
办“暑假安全第一课——青少年水
上安全救生知识普及活动”。活动
经晶报和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发
布后，仅 45 分钟名额就被一抢而
空。

活动由市红十字会水救队队员
潘庆伟担任主教练，10名市红十字
会水救队志愿者组成强大的教练
团。同时，活动由晶报视频团队通
过网络同步直播，省红十字水上应
急救援总队副总队长林瑜担任主
播，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广大市

民传播水上安全救生知识与技能。
活动中，教练们首先为家长和

孩子讲解了溺水事故常见起因及应
对措施、水上运动安全注意事项等
理论知识，然后分组进行实操训练。

该活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受
到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教练
太厉害了，我们平时用的书包、篮
球、垃圾袋、矿泉水瓶都能用来救
人，今天学到好多知识，我回去要把
这些知识教给我的伙伴们。”参加活
动的郑堇汐小朋友开心地说。

此次活动吸引了近5万名市民
收看，很多人在后台留言说收获很
多。

庄浪县红会：严查实堵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胡平）7月21日，甘肃

省平凉市庄浪县红十字会组织工作
人员深入本单位包抓责任小区，排查
新疆来庄返庄人员，掌握流动人员动
态及身体健康状况，落实常态化疫情
管控措施，切实阻断疫情传播途径。

7 月 15 日以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发生多例本土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防止疫情输
入，县红十字会将继续按照全县疫
情防控要求，深入包抓乡镇、城市社
区开展摸排，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