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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信阳开展防汛演练

本报讯（张孔华）为确保汛
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24日，
河南省信阳红十字蓝天救援队联
合共青团信阳市委在浉河区东双
河河道开展抗洪抢险演练活动，
确保在险情之中招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海拉尔区开展水上实战演练

本报讯（海红）7月23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红十字会积极参加由建设街道办
事处主办，区水利局、应急管理
局、河道管理局等共同协办的防
汛应急演习活动，派出红十字赈
济救援队、红十字水上救援志愿
服务队等3支队伍参加此次演练。

洛阳举行防汛综合演练

本报讯（洛红）7月25日，河
南省洛阳市红十字会组织市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市神龙水上
义务搜救队在伊河龙门北桥举行
防汛水上搜救实战综合演练。由
2支志愿服务队、120余名参训人
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统一接受
检阅。

韩城收到定向捐款20万元

本报讯（王瑾哲）7月22日，
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红十字会收
到定向捐款20万元，该捐款由市
爱心济困协会会长王庆捷定向捐
赠给受灾严重的江西省，用于支
援当地抗洪抢险。

包头开展“光明行”活动

本报讯（包红）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包头市2020年“光明行”社
会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固阳县医
院举行。自2015年启动以来，“光
明行”活动已遍及全市10个旗县
区所有苏木乡镇和嘎查村社区，筛
查眼疾患者22.78万人次，实施白
内障复明手术 3914例，为贫困家
庭患者减免医疗费用587万元，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重要力量。

栖霞区投放“救命神器”

本报讯（宁平吉）7月22日，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与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区军队离退
休干部休养所举行自动体外除颤
器（AED）投放仪式，并签署《公
共场所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公益
项目》合作协议书。

乐陵护理培训班进养老院

本报讯（薛淑清 马春铭）7
月23日，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民
政局、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全市
养老专业护理知识培训班，全市
19 家养老机构的 38 位护理人员
参加培训。

兴国县一人入选最美志愿者

本报讯 （张岚）近 日 ，在
2019 年度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暨百名
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名单公示
中，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红十字
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肖婉芳入选疫
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利津县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李茂友）7 月 23 至
24日，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
字会选派优秀师资在利津街道津
苑社区举办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
目第三期救护员培训班，52人参
加，50人顺利通过考试获得初级
救护员证书。

莲都区开展扶贫帮困活动

本报讯（莲红）7月22日，浙
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红十字会在凤
凰社区开展扶贫帮困活动，走访
慰问 3 户帮困对象，为社区里的
困难群众送去关怀。

盐都区急救课程进暑期培训

本报讯（王金海）7月22日，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大冈初中开
展暑期校本培训，将应急救护作
为必修内容。

威海援鄂医护人员获纪念邮折

本报讯（威红）7月22日，由
山东省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红十字会、市邮政管理局等共
同举办的《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纪念邮折捐赠仪式在山东大学国
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为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市分公司颁
发了捐赠证书，为援鄂医护人员
代表颁发了纪念邮折。

彭福村开展防溺水知识讲座

本报讯（张小霞）7月24日，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彭
福村红十字会联合村计生协开展

“防溺水安全知识讲座，辖区 20
名少年儿童和参与活动。

本报讯 （综合）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连日来，面对严峻的防汛
抗洪形势，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积极
作为，主动担当，为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安徽六安：
33万元应急物资驰援抗洪一线

近日，在总会和安徽省红十字
会大力支持下，安徽省六安市红十
字会紧急调拨价值 33 万元的家庭
包等防汛应急物资，驰援全市各县
区抗洪一线，缓解受灾群众生活困
境。

安徽郎溪：
爱心捐赠第一时间驰援抗洪一线

入汛以来，安徽省宣城市郎溪
县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以实际
行动助力该县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截至 7月 23日，县红十字会累计收
到防汛救灾捐赠款 1235155 元，已
转拨捐赠款 706000元；共接收捐赠
物资价值 76679 元，所有防汛救灾
物资均已第一时间发放至抗洪一
线。

浙江临安：
红十字北斗救援队驰援安徽庐江

连日来，长江流域水位持续上
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洪灾形势
严峻。7月 22日晚 11时，接到庐江
县应急管理局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的
公函请求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红十字北斗救援队派出 10 名精干
队员深夜出发驰援庐江，开展救援
工作。

救援队精选 10 名队员，驾驶 2
辆车，带上3艘冲锋艇以及救身衣、
头盔等工具，连夜奔赴灾区。经过
6个多小时的奔波，23日凌晨 4时，
救援队到达受灾地区。

向当地受灾政府了解需求后，
救援队立即釆取行动，当天成功转
移8名被困群众。

为保障第一梯队的物资需求，
23 日晚，救援队又派出第二梯队 5
人，满载一车物资，向安徽庐江出
发，保障救援的后续力量和物资供
应。

24 日，庐江水位继续上涨，为
保障庐江人民的生命安全，救援队
在洪水中继续搜寻。

江苏高淳：
争取支援，助力防汛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红
十字会紧急争取省市红十字会援
助，迅速参与防汛救灾工作。省市
红十字会立即现场查看汛情，采购
调配救灾物资，全力支持高淳防汛
工作。

7 月 16 日，省红十字会工作组
来到高淳区视察灾情，连夜紧急调
拨 1300 床棉被到高淳用于灾民安
置点；省市红十字会领导共同参与

帮助装卸分配物资，组织红十字救
援队快速驰援高淳，安排省红十字
救援队在高淳随时待命支持高淳防
汛。

在高淳启动防汛救灾一级响应
后，区红十字会迅速赴挂钩阳江镇
高宣圩 24 小时值班值守。7 月 14
日，区红十字会积极参与高宣圩区
域村民撤离工作。

江苏溧水：
送慰问，助防汛

7 月 17 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
区红十字会来到和凤镇、洪蓝街道
抗洪防汛指挥部慰问防汛抢险一线
工作人员。他们带着由双晨医疗科
技南京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 6000
元的 40 箱矿泉水和维利康饼屋捐
赠的价值 1.2万元的面包、蛋糕，助
力防汛值守人员开展巡查值守工
作。

江西新建：
助力防汛一线获当地政府感谢

“这已经是红十字会第三次运
送物资到南矶乡了，非常感谢你们
对南矶的牵挂！”7月 24日，江西省
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与
爱心企业将防汛物资送到南矶乡
时，乡政府工作人员连声感谢。

当天上午，爱心企业发达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向区红十字会捐赠食
用油、大米袋等物资，区红十字会第
一时间将其全部送往南矶乡政府，
缓解当地生活物资缺乏的难题。

江西赣州：
红十字救援队积极抗洪救灾

近日，圆满完成增援上饶、九江
抗洪救灾工作任务后，江西省赣州
红十字救援队撤出灾区，平安返家。

据悉，此次救援过程中，救援队

在湖口县马影镇协助电力部门清理
被淹线路覆盖杂物，打捞村民遗体
一具，运送发放救灾物资 1200余件
约4吨，转移运送受困群众800余人
次，共计出艇300余次；在湖口县流
芳乡转移群众 150 余人，协助运送
粮油等生活物资总重约 2 吨；在湖
口县舜德乡总计转移群众 1200 余
人，协助运送物资近2000多件。

山东朔州：
及时筹集、拨付救灾物资

7 月以来，山东省朔州市平鲁
区、山阴县等地连续出现区域性暴
雨天气，各县区均不同程度受灾，市
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上
报灾情，省红十字会接到灾情报告
后及时给朔州市红十字会拨付了一
批救灾物资（500 个家庭包、300 床
棉被、300件棉衣）。

接到物资后，市红十字会高度
重视，立即召开会议，分配物资。为
确保救助物资用到实处，县（市、区）
红十字会积极配合，及时把物资发
放到了受灾群众手中，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

重庆忠县：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7 月 23 日，重庆市忠县政协副
主席唐代文率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一
行，前往三汇镇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为他们送去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必
需品及慰问金，鼓励他们坚定信心，
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近2个月以来，忠县连续遭受暴
雨袭击，多地出现不同程度受灾。面
对灾情，县红十字会一方面积极向上
级红十字会争取救灾物资，另一方面
自筹资金购买大米等物资，及时下拨
到受灾乡镇街道，分发给受灾严重的
家庭。目前，县红十字会已累计向全
县29个乡镇（街道）发放总价值18.55
万元的棉被、毛巾被、冲锋衣、赈济家
庭包等救灾物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持续全力抗洪救灾

图为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红十字北斗救援队在安徽庐江帮助转移受灾群众。 王刚/摄

■ 唐露露

灾情就是命令。连日来，安徽
省安庆市红十字志愿者紧急集结，
主动作为，在防汛安置点紧张有序
地开展各项救援工作。

红十字医疗小分队：
为民撑起健康守护伞

7 月 16 日下午，安庆市石化医
院红十字会成立红十字医疗小分
队，调集急救药品和医疗耗材，迅速
赶赴太平寺小学灾民临时安置点，
为受灾群众开展医疗救援、环境消
杀、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

刚到目的地，院红十字志愿者
们便忙碌了起来，他们将 84 消毒
液、口罩等物资一一发放到受灾群
众手中。由该院专家组成的红十字
医疗小分队义诊台前也排满了前来
测量血压、血糖的受灾群众。

“你们医院红十字会这个活动
真不错。”得知自己的血压没问题，
河港村 77 岁的大娘谢梅香高兴地
说。医疗小分队规范有序、热情主
动地开展工作，得到当地干部群众
的一致好评。

红十字心理援助服务队：
用“心”呵护健康

迎江区新洲乡位于江心洲，随

着江水持续上涨，东三滩圩全面漫
堤，圩内群众来不及搬运家当，被紧
急转移安置在华中路第三小学，群
众情绪极不稳定。

区红十字会组织区红十字微心
志愿服务队、区红十字医疗志愿服
务队分别到防汛一线、华三小集中
安置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多亏了志愿者们的帮助，让大
家逐渐从失去家园的痛苦中走出
来，现在他们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了。”安置点负责人说。

连续多天，区红十字医疗队、
区心理援助支援服务队一直奋战
在一线，接诊、巡诊、换药、为受灾
群众心理疏导，队员们一刻也不敢
松懈。

截至 7月 17日，区红十字医疗
志愿服务队组织医疗志愿者120人
次参与乡街防汛一线卫生医疗保
障，发放防疫宣传资料 600 余份。
微心志愿服务队在华三小集中安置
点开展集体心理辅导 1 次，一对一
心理咨询辅导16人次。

红十字志愿者：
四处奔波救援忙

在各个灾民安置点，到处都能
看到红十字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太湖县红十字会成立应急小分
队，红十字志愿者们参与指令执行、

地灾巡查、应急抢险等工作，到有地
质灾害隐患的村落进行巡查，并到
安置点进行慰问和心理疏导。当问
起多长时间没回家时，一位红十字
志愿者说：“安置点的村民比家人更
需要我们。”

桐城市孔城镇、金神镇等沿湖
5 个镇受洪灾严重，桐城市红十字
志愿者参与安置点医疗保障、心理
援助、卫生防疫等志愿服务。

“休息好了我们就再回来，安
置点什么时候撤，我们什么时候
走!”“既然来了就是一份责任。”面
对灾情，桐城市红十字志愿者纷纷
表示。

红十字救援：
多方力量筹集救灾物资

近日，大观区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冒着大雨，为巨网村一线的干部
群众送去牛奶、面包、饼干等爱心物
资，并深入灾民家中了解他们的困
难与需求，还出资为 3 名失去母亲
的孩子购买了书籍、学习用品和食
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克服困难，
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潜山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
心人士捐赠210件救生衣、110个皮
划艇，200件方便面、300件矿泉水。

“人生难得有这么一次帮助他人的
机会!”爱心人士说。

为受灾群众撑起安全保护伞
——安徽省安庆市红十字志愿者助力防汛抗洪侧记

鄱阳：安置点里的“红马甲”
本报讯 （夏晓雯）7月 17 日一

大早，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受灾群
众集中安置点五一小学的一楼走廊
上，5 位红十字志愿者就忙开了。
他们是来自兄弟美业的专业理发
师，特地到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义务
理发服务。

走廊另一边的房间里，来自爱
尔眼科的红十字医疗志愿者正在为
大伙儿做眼健康检查，宣传健康用
眼知识。这一天，专家们在 3 个安
置点为280多名群众做了眼健康检
查。

“爷爷奶奶，你们好，你们需要
帮助吗？”外面传来孩子们稚嫩的声

音。在陶母堂任国学幼教的红十字
志愿者带着10几个孩子，走进安置
点的房间，向暂住这里的爷爷奶奶
们问好，表演节目。原本靠在床上
打盹看电视的老人们，纷纷坐起身，
和孩子们攀谈逗趣起来，轻松愉悦
的气氛蔓延开来。

夜幕降临后，五一小学更加热
闹了。操场上架起了临时舞台，
市、县红十字会邀请了鄱阳赣剧团
的志愿者们来到安置点慰问演出。
熟悉的赣剧旋律一响，舞台不一会
儿就被老乡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
了起来。“我平时也喜欢听赣剧，在
电视上听。现场当然就更好听

啦！”观众汪大爷对着身穿红十字
马甲的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这里的干部想得好周到，我们很
满意。”

鄱阳设有 12 个受灾转移群众
集中安置点，上饶市红十字会包干
了其中 3 个，由常务副会长带队的
14个工作人员蹲点值守，并启动了

“五位一体”服务模式，承诺做到安
置群众生活保障“五有”、秩序保障

“五到位”、健康保障“五防”、应急保
障“五常”、组织保障“四强化”。“红
马甲”活跃在安置点的各个角落，为
稳定抗洪大后方贡献着红十字的力
量。

本报讯 （隆红）7月 16日 20时
至17日14时，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
普降暴雨，局部地方大暴雨，最大降
雨量达168.9毫米，市区多处出现险
情。险情发生后，市红十字会众志
救援队立即全力参与多项防汛抢险
行动。

17日凌晨 4时 20分，市教体局
内发生内涝，救援队迅速组织队员
赶往现场协助消防救援大队和教体
局排除内涝。凌晨 5 时许，通过清
理淤积杂物、疏通排水设施等方式，
险情基本排除。

市教体局险情排除后，救援队
获悉工业园区某路段积水严重，道
路中断，车辆被困，队员们又立即赶
往事发地点协助交警维持秩序。在
此过程中，救援队发现该路段路灯
还未断电，随即向相关单位报告。
随后，供电局赶到关掉电源，解除了
次生安全隐患。

8 时 34 分，救援队接到电话称
黄桷树小区发生内涝。在赶往事发

小区途中，救援队发现隆泸大道信
用社旁一住宅楼上冒出大量浓烟。
队员们马上借用信用社两个灭火
器，冲向烟雾发生点——六楼一住
户家中，将火扑灭。

刚扑灭火点，救援队又接到消
息称山川镇兔儿墩出现山体滑坡，
队员们在向黄桷树小区送去两台抽
水泵后，马上赶往兔儿墩，协助相关
单位一起排除险情后才撤离。

18时许，救援队获悉洞坎有大
量市民围观瀑布，而此区域地势陡
峭、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湿滑且多处
无安全护栏。鉴此情况，救援队立
即组织队员前往开展安全劝导，直
至21时才离开。

在这场防汛抢险战役中，救援
队共出动队员16人，他们竭尽全力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赢得群众的感谢和赞扬。

目前，隆昌市雨势减弱，但市红
十字会众志救援队将继续备勤，随
时出动。

一天6次抢险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红十字会众志救援队积极参与防汛抢险

长沙县红十字救护师资集中“充电”
本报讯（夏声朝）7月19日，湖

南省长沙市长沙县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操作训练基地座无虚席，掌声阵
阵，来自全县各地的 20 余名红十
字救护师资在这里参加新修订的
救护师资和救护员教材培训。

活动邀请市红十字会资深讲
师讲授《红十字运动知识授课技
巧》《PPT 授课制作技巧》，并全面
解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修订版
的救护师资和救护员教材，同时
师资分组进行了创伤救护实操训

练。
近年来，县红十字会以理顺管

理体制为契机，紧紧抓住应急救护
培训这个“牛鼻子”，突出师资管队
伍建设和管理，加大救护培训普及
力度；县财政每年安排 20 万元专
项经费，率先建设应急救护培训示
范基地，健全师资库，创新管理模
式；举办普及培训 120余场次，2万
余人受益；今年“5·8”世界红十字
日举办“急救先锋 守护生命”直播
活动，参与观众达 8.1万人次。

昭通市红会开展知识竞赛活动
本报讯（康玉玲）7月24日，云

南省昭通市红十字会“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暨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
赛”拉开序幕。市红十字会订阅
1000 余份《中国红十字报》特刊试
题，分发给县市区红十字会参赛。

此次知识竞赛活动由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主办，采取线上答题的形
式展开。竞赛于4月中旬启动，各级
红十字会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
势，在《中国红十字报》手机APP上
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