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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燕）近日，江苏
省苏州市太仓华顿外国语学校的
师生代表以及太仓市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来到市民工子弟学校——
市洪泾小学，为该校贫困学生送
去书包、文具袋、画笔等价值
5000多元的20份爱心大礼包。

此前，华顿外国语学校五年
级学生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跳
蚤市场，把闲置的书籍、文具、玩
偶等重新标价，自由买卖。学生

们个个当起了“老板”，做起了“生
意”。在市红十字会和市教育局的
牵线搭桥下，学生们将这笔“货款”
定向用于帮助洪泾小学的贫困学
生，为他们购买爱心礼物。

洪泾小学相关人员表示，该校
学生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这次收到爱心礼物的 20 位学生家
庭都比较困难，但他们一直努力学
习，希望用实际行动回馈爱心人士
的关爱。

学生当“老板”义卖献爱心

东城区纪念建党99周年

本报讯（东红）6月29日，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北
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党支部开展
了以“助力疫情防控，党员带头在
一线”为主题的党员活动。不到
半天时间里，支部党员们为辖区
各街道发放了200桶消毒液。

乌鲁木齐开展党日活动

本报讯 （孙振嵩 曹力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6月 28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红十字会驻水磨沟区南
湖南路片区管委会宁峰社区“访
惠聚”工作队联合社区，组织辖区
党员干部来到市烈士陵园，开展
了以“党旗映天山 初心永激荡”
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临沂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临红）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近日，山东
省临沂市红十字会赴莒南县开展
慰问建国前老党员和参观厉家寨
纪念馆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嘉兴学习研讨“红船精神”

本报讯（嘉红）6月28日，浙
江省嘉兴市红十字会召开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专题学习研
讨“红船精神”。

科尔沁区庆“七一”

本报讯 （科红）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6 月 28 日，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红
十字会组织开展庆“七一”支部书
记讲党课活动。

蒲江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魏梦蝶）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6 月 28
日，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
会联合县妇联、团县委和县工商
联开展以“改革创新、抢前争先”
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东台举办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杨玉明）6月26日，
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携手共青
团市委员会、市少工委、市中小学
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联合举办“传
承红色基因，争当好队员”中小学
生素质教育实践一日游活动。

泉州为福利院转赠物资

本报讯（郭剑平 王文光）端
午节当天，福建省泉州市红十字会
将福建省侨商（泉州）海内外联谊
之家捐赠的 1000公斤大米，分别
捐赠给市社会福利中心、晋江市福
利院以及丰泽区社会福利院。

巴林左旗关爱血液病患儿

本报讯（巴红）6月28日，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红十
字会开展了“关爱生命健康，情系
血液病儿童”主题慰问活动，为该
旗 12 名血液病患儿每人发放慰
问金3000元，共计36000元。

椒江区急救培训进小学

本报讯（罗静雅）近日，浙江
省台州市椒江区红十字会受邀为
市白云小学二年级和五年级全体
师生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课。
本次普及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共800余人参与。

东兴区急救培训走进消防

本报讯 （刘光华）6 月 23 日
至24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红
十字会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举办
首期消防战士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班。东兴区兴盛路消防救援站、
双才镇及高新大队专职消防队等
30余名消防指战员参加培训。

会昌县急救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张岚）6月以来，江
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教科体局共同举办 2020 年学
校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班。培训
共开展 4 期，全县各乡镇中小学
及幼儿园共计386名学员参与。

湖里区水上安全培训进公园

本报讯（湖红）6月28日，福
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红十字会在火
炬公园对近30名公园管理人员开
展了应急救护暨水上安全培训。

长海县助力垃圾分类

本报讯 （程瑶）今年以来，
为配合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海岛
垃圾分类工作，县红十字会设立
旧衣物回收爱心公益项目，仅上
半年就打包外运旧衣物 25 吨。
该项目将旧衣物加工成座垫送到
养老中心、公交集团和有需要的
企业，其余旧衣物运到爱心回收
企业，为推进该县国际生态岛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德红）6月28日，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红十字会党支
部携手安吉县红十字会党支部，前
往安吉县余村，开展重温“两山”理
论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领会总书记考察浙
江重要讲话精神和丰富内涵。

3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15 年再次来到余村进行考察。大
家沿着总书记考察时走过的路线，
参观了余村生态创新发展历史，深
入了解了余村践行“两山”理论、实
现转型发展、打造“生态样本”的发
展历程，深刻体会了发展绿色经济、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涵。

德清安吉两地红会党支部重温“两山”理论

本报讯 （寇艳琦）“七一”前
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
红十字志愿者——君康人寿党支
部的党员们走进华溪社区，为低
保户李阿姨送去口罩、粽子等慰
问品。

2019年初，君康人寿党支部
3 名党员慕名来到区红十字会，
志愿成为红十字志愿者。党支部
书记王磊说：“我们党支部人少，
但想长期帮扶一位贫困户。”同年
7 月，区红十字会积极与西大桥
街道联系，使君康人寿党支部与
华溪社区党委建立了党建帮扶关
系。从此，无儿无女的低保户、聋
哑老人李阿姨有了一个温暖的

“家”。
一年来，志愿者们始终把老

人的冷暖放在心上，每个月都带着
生活必须品去看望老人，逢年过节
陪老人包饺子，给老人精神上的慰
藉。为方便生活，他们还为老人安
装了听力障碍人士专用门铃。今
年1月，李阿姨突发心脏病，志愿者
们接到求救信息后，离李阿姨最近
的两名党员仅用8分钟便赶到李阿
姨家中，将她送往医院救治，最终
老人脱离危险并治愈出院。

除帮扶李阿姨，君康人寿党支
部还主动联系华溪社区党委共同
开展“初冬送温暖”扶贫活动，为 3
户贫困低保户每户送去棉被、米面
油等价值500元的慰问品。社区党
委深受感动，将一面写着“情系百
姓献爱心，扶贫助困显真情”的锦
旗送到君康人寿党支部。

君康人寿3名党员志愿加入建华区红十字会

给低保老人一个温暖的“家”

本报讯 （武玲娟）近日，陕
西省铜川市新区红十字会成立，
标志着该市实现区县红十字会
组织全覆盖。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省红十字会的悉心
指导下，市红十字会主动适应新

时代红十字会职责转变和业务发展
需要，不断优化市本级机构和职能，
积极对接区县党委政府，把设立区
县红十字组织作为改革的先手棋，
用情用力推动落实。截至目前，全
市5个区县红十字会人员已全部配
备到位。

铜川实现区县红十字会组织全覆盖

连日来，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根据夏季高温酷热、学生溺水
多发的情况，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师资和志愿者深入全县各中小学，为学
生、家长及老师开展了一系列防溺水、防踩踏等生命健康安全知识宣讲活
动。 袁荣生/摄

学知识
防溺水

不再“船儿满江”，却有“幸福满舱”，新时代赫哲人家走向美好新生活

乌苏里船歌新唱
■ 王一彪 禹伟良

吴齐强 卞民德

窗外，骤雨初歇，彩虹高拱，中
俄界河黑龙江浩荡奔流。

屋内，7 位赫哲族老阿妈身披
民族盛装，齐声唱起《乌苏里船
歌》。

这里是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
哲族乡八岔村。赫哲族是我国人口
较少民族之一，现有 5000多人。在
同江，赫哲人主要聚居在街津口和
八岔两个赫哲族乡。

正在领唱的吴桂凤，是赫哲族
说唱文学伊玛堪传承人。据《八岔
村志》记载，58年前，《乌苏里船歌》
曲调作者采风时，听了吴桂凤父亲
吹奏的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深受
感染，灵感被激发，才有这首经典名
曲的编创。

伴着熟悉的优美旋律，我们不
禁跟着哼唱起来：“乌苏里江来长又
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
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

歌声悠扬，思绪飞扬。
2016年 5月 24日下午，习近平

总书记冒雨来到八岔村考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总书记的话，刻在村里的墙上，
更刻在赫哲人的心底。

蓝蓝的江水波浪依旧，但世代
逐江而居、以渔为业的赫哲人，生产
生活变化已然翻天覆地。

眼下正值禁渔期，从松花江到
黑龙江，再到乌苏里江，沿着赫哲族
世居的三江之滨顺江而下，江面上
渔船难见。但即便不是禁渔期，“船
儿满江”的场面也不再重现——下
江打鱼早已淡出赫哲人的日常生

活。
在党和政府支持下，种植、养

殖、旅游多业并举，走上多元化发展
新路，黑龙江省赫哲族群众已全面
脱贫，很多人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
的生活。

“总书记关心赫哲人，共产党跟
赫哲人就是亲！”即兴唱完一段新改
编的伊玛堪，吴桂凤意犹未尽，“这
些年的变化唱不尽，现在乡亲们的
生活，比歌里唱的更美好！”

兴新业，
唱出“双手赢得丰收年”新内涵

拆卸零件，保养维修，41 岁的
李景山招呼着客人，手里的活也没
搁下。

“这两天雨水多，农机进不了
田，但农时耽搁不起，准备用无人机
防虫。”眼前的李景山，发型时髦，身
材颀长，咋看都不像个“农把式”。

不过，说李景山是种田“高
手”，绝不夸张。在八岔村，他牵头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面积达
9000余亩。2018年，他代表黑龙江
省参加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荣获“全国农业技术能手”称
号。

有人好奇，赫哲人个顶个都是
渔猎高手，李景山咋弄起庄稼？

“也打过鱼，那会儿正赶上渔业
资源减少，收益不高。”李景山没有
多言转产探索的艰难，谈得最多的
还是党的好政策。

上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大
潮涌动，单一渔业经济抗风险能力
弱，赫哲族群众增收一度徘徊，引
起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党委和政府
的重视。传唱千年的赫哲渔歌，在

“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加持下，开
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奏——走
下渔船，走出深山，走出一条多业
并举的转产转型路子。如今在八
岔村，2/3 的村民不再以捕鱼为主
业，渔业收入在村民收入中的占比
已不足 1/5。

这是赫哲人挥之不去的集体记
忆，更是赫哲人最难忘的历史时刻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
都不能少。”“我们共产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说到就要做到，今后党
和政府还会关心支持大家。”习近平
总书记2016年5月考察八岔村时的
一番话，暖人心扉，催人奋进。离开
村子时，总书记同大家握手告别，祝
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如东升的红日越
升越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心系少数民族群众，鼓舞各族儿女
奋发图强、共奔小康。

走下渔船上岸的赫哲人，近年
来积极投身绿色订单农业、特色渔
牧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立足特色优
势开展多种经营，唱出船歌“双手赢
得丰收年”的新内涵。

临近中午，村民王海珠家飘出
阵阵鱼香。灶台下火苗窜动，王海
珠双手握紧铲子，不停地翻炒。大
铁锅里，是赫哲人最爱吃的“鱼毛”。
这种类似肉松的食品，正为赫哲人
带来可观的收益。

“现在不算旺季，一斤能卖到
80多元。”虽说炒“鱼毛”挺费劲，但
王海珠干得起劲。“今年虽然遭遇新
冠肺炎疫情，但销量没有受到大的
影响，每天都能卖出十多单，有时还
供不应求。”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支持下，王
海珠牵头成立了海珠手工艺品农
民专业合作社，制作鱼皮画、鱼骨
饰品，带动周边 53 位村民增收致
富。2015 年至 2019 年，八岔乡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3400元提高
到 17957 元，八岔村农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由 16102 元 提 高 到 22150
元。

“赫哲人虽然不再依赖渔猎
了，但比以前更富裕，生活水平就
像东升的红日越升越高。”八岔村
党支部书记尤明国介绍，赫哲村民
家家住上了簇新的楼房，几乎家家
有车，八成以上在县城买了房子。

“种田、打鱼、搞旅游、做零工，现在
乡亲们一年到头不闲着，干劲特别
大。”

传瑰宝，
唱出伊玛堪经久不衰的悠长韵味

赫哲村寨发展日新月异，群众
生活蒸蒸日上，但巨变中也有坚守
——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根脉在
延续。

“我父亲是赫哲族的老艺人，上
世纪80年代病重，躺在床上还心里
发急，生怕赫哲文化断了根。”当时
的情形，吴桂凤历历在目。

赫哲族是东北地区一个古老民
族，文化丰富多彩。伊玛堪，就是赫
哲族一种独特的说唱艺术，是赫哲
族的文化象征。可包括伊玛堪在内
的多项赫哲族传统文化技艺，一度
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赫哲族
人口少，又没有文字，再加上传统渔
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传承
面临很大压力和挑战。”吴桂凤坦
言。

赫哲族的鱼皮制作技艺和伊玛
堪，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从中
央到地方，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扶持
政策措施，让赫哲族传统文化传承
和保护走进春天里。

(下转三版)

开栏的话

小康承载初心，小康属于人民。小康源自奋斗，小康点亮生
活。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实现之年。脱贫攻坚道路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得住、叫得响、推
得开的典型人物和先进经验，他们是撸起袖子加油干、追梦美好新
生活的榜样和代表。他们中，有忙碌在一线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会员和志愿者，他们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充分发挥党和政
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吴顶 江星 黄娟

远隔千里，近在咫尺；相聚云
端，共庆“七一”。7月 1日，一场主
题为“喜迎七一感党恩、逐梦奋进奔
小康”的党日活动，通过“腾讯会议”
连线的形式，在北京和湖北英山两
地同时举行。

“这就是王家界啊！真漂亮
啊！”“看，那就是我们援建的茶厂！”
……在北京，中国红十字会直属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
心视频会议室内，党支部副书记兼
纪检委员高东英正带领全体党员，
饶有兴致地观看英山会场远程分享
的王家界村航拍视频。

在英山，杨柳湾镇王家界村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气氛同样热烈，县
纪委监委驻该村扶贫工作队员和帮
扶干部、县红十字会及该村全体党
员40余人围坐在大屏幕前，纷纷挥
手向北京会场的同志们问候致意。

“主题党日活动正式开始！”英
山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张晓华话音刚落，两地党员便展
开了互动。同唱国歌，重温入党誓

词……大家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
分享党建经验，共话全面小康。

“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同志
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将对口帮扶
王家界村列入了全年工作规划，希
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王家界建设得
更加美好！”高东英交流了中心党
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强党
建、兴旺事业”的经验做法，并表示
将继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对口帮
扶工作。

王家界村地处鄂皖边界，是一
个深度贫困村。2017 年 5 月，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出资11万元，博爱卫
生站项目落地该村，解决了全村乃
至隔壁安徽省边界村的乡亲们就医
难的问题；2018 年以来，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先后在该村实施了红十字
博爱家园项目和生计金项目；2019
年，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管理中心又为该村援建了一座手工
茶制作体验中心。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大力帮扶
下，我们村取得了可喜的变化。昔
日的贫困村、落后村已成为全县闻
名的脱贫示范村，2019年我们村顺

利通过国家扶贫考核验收。”村党支
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万能历数
今昔变化，感恩红十字会帮扶，畅谈
发展规划。

随后，两地党员展开了互动交
流。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管理中心党支部两名党员先后发
言，谈体会、讲感受、悟初心。“感谢
党的好政策！感谢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的大力支持！”王家界村八旬老党
员杨敦文动情地说：“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我们一定会感恩奋进，建设好
自己的家园！”

在“开展党性教育”环节，英山
县委常委、副县长蔡文男希望两地
党组织围绕“党建引领互联互促、
结对帮扶共建共提”花大力气、下
真功夫，寄语与会党员不忘初心强
党性、牢记使命谋发展，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连线活动结束后，县纪委监委
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和县红十字会党
员一道，参加义务劳动修复水毁设
施，慰问困难党员，用实际行动为党
旗增辉，为党的生日添彩。

“云端”连线话党恩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与湖北英山共庆“七一”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