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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本报讯 （青红）7 月 21 日上
午，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爱
心人士夏先生一行4人来到区红
十字会，共向南方抗洪救灾捐赠
2510元。

10 岁的夏鋆泽是五年级的
一名小学生，在电视上看到近
期我国南方多地发生洪涝地质
灾害、社会各界纷纷奉献爱心
的新闻后，与父母商量：“我想
把我的压岁钱捐出来，望能够

帮助到他们一点点。”5 岁的小表
弟徐培轩听到了，也想捐出自己
的零花钱。了解到孩子们的想法
后，夏爸爸第一时间联系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领着孩子们来到
区红十字会捐款。

在现场，夏鋆泽捐出 500元，徐
培轩捐出10元后，夏爸爸也通过微
信转帐捐赠了 2000 元。工作人员
为这一家四口颁发了爱心证书并拍
照留念。

溧水区启动“博爱光明行”

本报讯 （溧红）7 月 25 日，
2020 年“江苏博爱光明行”项目
启动仪式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
科医院溧水分部（溧水区中医院）
举行，同时揭牌“溧水区眼病防治
中心”及溧水区眼病专科联盟。
自 2017年实施以来，该项目共为
1833 人（例）低收入贫困家庭白
内障患者成功手术，为 7000多名
群众建立了眼病防治档案。

黄山举办防溺水知识讲座

本报讯（李松筠）7月27至28
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会
走进龙北社区和平东社区举办“珍
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青少年防
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讲座，辖区280
名家长和中小学生聆听讲座。

平阳县开展防汛演练

本报讯（温红）7月26日，浙
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鳌江镇政府在厚垟村东塘河开展
水域应急救援演练。

锡市开展应急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锡红）7月25日至26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红十
字会为锡盟蓝天救援队31人进行
应急救护员培训，并为考核合格的
救护员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

垦利区应急知识进博爱学堂

本报讯（垦红）7月27日，山
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红十字会志愿
者来到振兴社区博爱家园项目
点，为在社区博爱学堂学习的 30
名小学生们送上“应急知识大礼
包”。

浦江县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浦红）7月27日，浙
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红十字会组织
专职师资为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部分援金队员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培训内容包含防溺水知识、心
肺复苏术等。

北海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班

本报讯（北红）7月24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基层办、市红
十字会共同举办的“2020年北海市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员疫
情防控和应急救护知识巡回培训
班”在合浦县廉州镇开班。培训班
将于 7至 9月份在全市 23个乡镇
开展巡回培训。

昭通市部署汛期救灾工作

本报讯（昭红）7月24日，云南
省昭通市红十字会召开汛期灾害
救援救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云南
省红十字会关于做好当前汛期灾
害救援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安排
部署汛期灾害救援救助工作。

南康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张岚）7月25日，江
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红十字会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东台蓝天救援驰援安徽

本报讯（东红）7月24日，因
巢湖水位上涨，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同大镇石大圩白石天河连河
段堤发生塌陷决堤。25日，江苏
省盐城市东台蓝天防减灾应急救
援中心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备，组
织先遣队赶赴救援。

通渭县组织应急演练

本报讯（通红）近日，甘肃省
定西市通渭县举行重大自然灾害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
练，县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与县卫
生健康局医疗救援队共同组成卫
生应急救援队参加了本次应急演
练。

梁平区救助受灾群众

本报讯（李羡权）7月24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采购价值
6万余元的大米和食用油，分别送
往受灾严重的屏锦镇、回龙镇和
仁贤街道，救助三个辖区内580户
受灾群众，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镇江一人入选最美志愿者

本报讯 （镇红）近日，2019
年度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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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省镇江市红十字雷锋车队队长
朱启明入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最美志愿者”。

马鞍街道慰问防汛人员

本报讯（马红）7月24日，江
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红十
字会携 500箱植物饮料走访慰问
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全街道
15个村居，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报讯 （宗合）7月 26日晚 11
时，安徽省合肥市大雨滂沱，巢湖水
位在保证水位之上，抗洪抢险一线
仍然“硝烟”弥漫。

“一线最可爱的人缺烘干机”

“辛苦点不算啥，就是每天一身
泥浆雨水，洗了干不了，还有味道
……”了解到一线抗洪战士的实际
困难后，在安徽省红十字会指导下，
合肥市红十字会立即行动，积极与
爱心企业对接。当晚，合肥市红十
字会收到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合
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捐赠的大
功率烘干机 50 台。“明天一早就将
这些大功率烘干机送到抗洪战士
驻地。”正协调装车的刘波指着忙
碌的现场说。

7 月 27 日清晨，肥西严店中心
学校抗洪战士驻地，安静整洁。除

了个别留守驻地保障后勤，其他战
士已上巢湖流域大堤“前线”酣战。

等抗洪战士下了“火线”，会有“惊
喜”等着他们。因为，他们潮湿的衣

服可以马上烘干了。

“确保将爱心送达”

“烘干机来了，太好了！”见到合
肥市红十字会一大早送来除湿烘干
机，留守驻地的小战士露出了激动
的笑容，急匆匆跑来帮助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卸货。

烘干机卸下后，立马安装调试。
设备显示，仅 10 余分钟，室内的湿
度就从 85% 降到 75%，同时设备出
水口已经排出大约500毫升水。过
了一刻钟，除湿烘干机上显示湿度
的数字由85下降到65，烘干机抽出
的潮气聚到了旁边的脸盆里。“这热
风真的很大。”小战士说。

“等他们五六点抗洪回来，这些
衣服准干透了！”小战士摸了摸试烘
的衣物，发现比拿进来前干爽了不
少，于是他开心地喊来其他同事一

起，在房间里牵了更多的晾晒绳，将
在户外阴湿天气里挂着的衣物都拿
进来烘干。

为了让奋战在一线的官兵尽
快穿上干爽的衣服，合肥市红十字
会通过合肥警备区将设备合理分
配到肥西、庐江、巢湖、肥东、包河
五地，其中肥西县 21台、庐江县 16
台，巢湖、肥东、包河共计 13 台。
27日一早，合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赶到物流仓库，联系车辆并整理
好捐赠设备。截至 27日下午 2时，
50 台烘干机全部送达抗洪部队驻
扎地并安装到位。“军爱民、民拥
军，人民子弟兵保护群众，群众牵
挂着人民子弟兵。这次能够如此
迅速将物资运送到位，正是源于群
众与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市红十字
会快速行动，确保把爱心送达。”刘
波表示。

7月27日，合肥市红十字会将爱心企业捐赠的50台除湿烘干机送到合
肥地区各个抗洪点位的官兵手中，为他们切实解决衣物难以晾干的难题。

安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紧急送烘干机到抗洪部队驻地

“你为我护堤，我为你干衣”

本报讯 （郭菁荔 岳立成）日
前，经山东省平度市政府第63次常
务会议研究同意，平度市红十字会
印发《平度市红十字会因病致困人
道救助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针对平度因病导致生活困
难，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各类救
助、商业保险支付之后仍然无法摆
脱困境的个人和家庭，建立因病致
困人道救助基金，最高可救助 2 万

元。该办法率先实现了因病致困救
助全覆盖，是山东省红十字会系统首
个长效困难救助制度。

该基金每年11月1日起受理申
请，11月30日截止受理。核定自负
医疗费用区间为上年度10月份至本
年度9月份产生的医疗费用。申请
人符合因病致困救助对象条件的，
根据资金计划额度和申请人数确定
救助金额，最高每人救助不超过 2

万元。
平度市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办法

的出台，在制度的规范性和救助的
广泛性实现突破，救助范围、救助条
件、救助标准向社会公开，符合因病
致困条件的个人和家庭均可申请救
助，不再限于具体病种。该办法有
效衔接了政府救助，通过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成为政府救助
的有效补充。

山东省红十字会系统首个长效困难救助制度出台

率先实现因病致困全覆盖
本报讯（庐红）7月28日，安

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收到一笔
200万的转账捐款，备注为“谦寻
薇娅专项支援庐江抗洪救援”，为
目前市红会收到单笔金额最高的
捐款。

薇娅是安徽庐江人，家乡遭
洪水侵袭，她始终牵挂在心，得知
合肥市目前面向社会接收捐赠，
她第一时间向市红十字会捐款
200 万元，专项支援庐江抗洪。
目前，合肥市红十字会按照捐赠

人意愿，已经将 200 万元转账至庐
江县红十字会，由县防汛抗洪指挥
部统筹使用。此外，薇娅还采购了
抽水泵、手电筒、冲锋艇以及食品、
生活用品等物资，直接发往庐江。

6 月 16 日，第十七届（2020）中
国慈善榜正式发布。淘宝第一主
播、全球好物推荐官薇娅荣获“创新
慈善特别贡献奖”，并以 1316.70万
元捐款金额位列“2020中国慈善家
榜”第 44 位，同时荣登“抗疫捐赠
榜”。

淘宝第一主播薇娅助力抗洪

向合肥红会捐款200万元及相关物资

本报讯 （嘉红）正值暑假，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科技馆内的嘉
兴红十字生命体验馆成了孩子们
争相打卡的好去处，一个个妙趣
横生的互动体验，让生命安全教
育变得有声有色。

让生命安全教育更有趣

“从第一周开始，受精卵通过
多次分裂，形成一个细胞团，到第
二周、第三周，脊椎形成了……”

在“人之初”展区，一个个实
体模型形象地展示着生命在母亲
体内成长的十个阶段，孩子们通
过触碰展柜，可以详细了解生命
知识。

“加油，还剩 3 颗球！”在“爱
吾老”展区，孩子们戴上老年障碍
模拟手套，挑战在 1 分钟内用筷
子完成 10 颗小球的搬送任务。
由于手套是特制的，戴上后手指
会像关节老化一样僵硬，13岁的
许佳妮费尽力气耗时 56 秒挑战
成功。她感慨：“手指完全不听脑
袋指挥，我终于理解为什么爷爷
吃饭更慢了。”

体验完“人的一生”，来到
“生命安全”展区。孩子们通过
游戏闯关的形式，依次挑战、学
习应对常见疾病、自然灾害等场
景的急救知识。市民马女士表

示，“先让孩子明白生命的宝贵，再
教孩子如何保护宝贵的生命，这样
的生命体验馆每个孩子都应该
来”。

“流动的”公共安全教育基地

红十字生命体验馆于 2019 年
11 月建成，自开馆以来，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参观。体验馆面积约
500 平方米，由序厅、认识红会、人
的一生等 12 个区域组成，设 30 多
个互动体验展项、70 余项图文知
识展项。该馆集“生命教育、安全
体验、救护培训”等功能于一体，
旨在向社会宣传普及以人为本的
人道理念，帮助广大市民提升防
灾避险、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
是红十字会参与建设的综合性教
育服务平台，也是相关部门和单
位共用、共享的公共安全教育基
地。

“想要参观红十字生命体验馆
并不一定要赶到市区来，因为它是

‘流动的’。”嘉兴科技馆馆长助理解
德扣介绍，红十字生命体验馆在设
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流动性”，创新
采用移动化设备，当临展或路演时，
能方便快捷地在户外、社区、学校等
各类场地搭建起来。接下来，体验
馆将在全市各地进行巡展，辐射更
多群体。

嘉兴红十字生命体验馆迎来青少年暑期打卡热

科技，让生命安全教育“活”起来

由于近期持续强降水导致浙
江、江西、安徽等地发生严重洪
灾。作为专业社会救援力量，浙
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狼群应
急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
应，在抗洪一线开展救援救助。

立足本地救援，当好“守护神”

持续强降雨造成富春江水位
攀升、逼近“警戒线”。自 7 月 6 日
起，救援队进入备勤状态，时刻关
注水位情况，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下，会同区消防大队始终处于警
戒状态、做好备勤工作。其间，每
天组织 30 余名队员在富春江两岸
保持 24 小时不间断值守待命，确
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做
出应急处置。截至水位线回落到
安全范围，救援队先后投入执勤
120 余人次，为保障辖区民众生命
财产安全持续当好“守护神”。

响应跨省救援，当好“急先锋”

受持续强降雨和中上游长江
泄洪影响，江西省遭遇最大洪灾，
鄱阳县是此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
救援队主动请愿参与鄱阳救援工
作，7月 13日派出 12名具有丰富抗

洪救灾与水域救援经验的队员赶
赴鄱阳，并为救援人员配备了 2 辆
应急救灾车辆、4 艘冲锋舟及各类
相关水域救援装备。经 500 多公
里长途跋涉到达灾区后，救援队立
即投身抗洪救援工作。在长达 72
小时的连续救援工作中，救援队共
借助冲锋舟转移受困群众 296 人，
依托发电机帮助 671 户村民手机
充电，确保民众与外界保持正常联
络，为当地民众筑起了一道“安全
网”和“爱心堤”。

安徽铜陵也是受灾较严重的
区域之一，告急指令一发出，救援
队再次准备出征。7月 20日下午，
8 名队员携带 2 辆车、2 台发电机、
3 艘动力冲锋舟及相关医疗救援
设备、水域设备等于当日下午 5 时
30 分即抵达铜陵枞阳县宏实中学
开展救援。截至 7 月 21 日，救援
队和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搜索
房屋 85 幢，搜救出村民 5 位，拖回
民船 5艘。7月 22日 23时，派出第
二梯队赶赴庐江，又出动救援人
员 9人，车辆 2辆，冲锋舟 3艘。

助力灾后重建，当好“爱使者”

在 积 极 开 展 抗 洪 救 灾 的 同
时，救援队还积极参与灾后重建。

富阳城区洪水消退之后，组织 30
余名队员分 2 组赶赴五丰岛与新
沙岛助力灾后重建工作。

一是协助做好返岛工作。在
组织岛民返乡过程中，队员们协
助做好维持秩序、安全防护等工
作，协助岛民安全返回家园，在两
岛共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救援服
务 1489次。

二是积极参与消杀工作。岛
民返岛前，对养殖场、轮渡口、村
落主干道等地实施消杀，消杀面
积达 5000平方米。

三是水上护航轮渡往来。救
援队专门抽调一部分队员驾驶三
艘冲锋舟在江面开展巡防，护航
轮渡安全往来。在吴家渡护航 9
渡次、新沙岛护航 7渡次。

下一阶段，救援队将继续坚
守抗洪救灾第一线，既当好应急
救援的“行动者”，又当好灾后重
建的“参与者”，为打赢抗洪救灾
硬仗作出应有贡献。

救 援 队 成 立 于 2016 年 ，于
2018年加入“杭州市红十字机动应
急救援队”，成为市红十字会救援
骨干队伍。成立至今累计出勤近
千次，跨区域救援 50 余次，先后荣
获省政府团体三等功等荣誉。

“我想把压岁钱捐出来”

勇当“守护神”，争做“急先锋”
——杭州富阳区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抗洪救灾工作侧记

7月27日，浙江省湖州市社会应急救援力量技能竞赛在德清县阜溪
街道三桥村举行，来自全市7支民间应急救援队的200多名救援队员对安
全破拆、直立顶撑等科目进行比武竞技，磨砺应急救援硬功。谢尚国/摄

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 （广红）山东省东营
市广饶县红十字会以县红十字
会工作为主线，汇聚红十字工作
者、志愿者及社会爱心人士的人

道故事，制作公益宣传MV《爱在身
边》。MV 一经发布引发社会热烈
反响，并于 7月 17日在“学习强国”
平台上线。

广饶县MV《爱在身边》上“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