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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基层红会信息

■ 王金海

吴银萍，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
龙冈镇卫生院副院长，院红十字会
会长，盐都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先进个人。

6月25日，端午节。一大早，吴
银萍就和盐都区及龙冈镇两级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一道，利用假期，进村
入户，为龙冈镇5个村6名学生每人
送去 1000 元爱心资助款和一盒粽
子。

吴银萍是此次帮扶活动的发起
者。此前，她将获评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的 5000 元奖
金全部捐给区红十字会，并从个人
工资中再拿出 1000元，帮助辖区内
家庭经济困难的在读学生。

“尽心尽力为群众健康工作”

多年来，吴银萍在工作中尽心
尽责，始终把关心病患放在第一
位。

1月 31日，疫情发生后，当晚 9
点，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发
出指令，龙冈镇卫生院从2月2日起

作为市第三人民医院集中医学观察
点使用。正在值班的吴银萍闻讯而
动，以身作则，带领全院医护人员克
服当时用人难、用工难、购物难、交
通难等诸多困难，仅用 30 个小时，
就将卫生院原住院病房全部改造成
隔离观察病房，同时将近90张床位
的用品全部配置到位，并为第一个
患者办理了入院手续，使医学观察
点以最快的速度投入运行。

此后的数十个日日夜夜，吴银
萍以院为家，全身心“战斗”在观察
点。她不仅带头规范操作流程，落
实安全管理责任，还与一线医护人
员认真做好隔离对象的生活保障工
作，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还发挥专
长，做好心理疏导，及时帮助隔离对
象解决实际困难。

3月初，正值抗疫关键时期，吴
银萍年迈多病的父亲突然病重，但
家人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工作没有
及时告知她。当天，吴银萍忙碌了
一天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办公
室，随手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没想
到，得到的竟是父亲去世的噩耗和
父亲留下的“一定要尽心尽力为群

众健康工作”的遗言。简单料理完
父亲的后事后，她把对父亲的思
念，化作对工作的认真执着和对病
患的关心照护，得到了群众的尊重
和好评。

“尽己所能，扶危济困”

生活中，吴银萍总是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用心用情做善事好
事。

多年的医疗一线和推进卫生
院红十字工作经历，让“尽己所能，
扶危济困”成为吴银萍的为人准
则。每年的评先评优奖励，她都捐
助给经济困难的人；获悉老家邻里
生活有困难，她也会尽心尽力进行
帮助；她不仅为病人提供暖心的医
疗服务，还倡导医护人员积极参加
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
活动，每年至少带头献全血一次。
多年以来，她累计献血近 4000 毫
升。

对于获评区疫情防控工作先进
个人，她坦言：“荣誉是组织上的信
任，对自己而言更是慎终如始、持续
奋斗的责任。”

一位基层红十字会会长的医者仁心
——记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吴银萍

洛阳举办庆祝建党系列活动

本报讯 （洛红）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近日，河南
省洛阳市红十字会以“不忘初心
担使命 为建党 99 周年献礼”为
主题，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以多种
形式，开展了系列庆祝活动。

苏州七一学党史

本报讯 （沈雪婷）7月 1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江苏省苏州市红十字会举办专题
党课，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

东台助力高考考场疫情防控

本报讯 （杨玉明）7月 5日，
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绿舟救援队
受市高校招生办公室邀请，集合
10名队员，来到高考标准化考场
之一——市实验中学中心校区，
进行考点教室消杀，助力高考疫
情防控。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专业
操作，救援队完成所有消杀任务。

乌兰察布庆“七一”

本报讯 （乌红）为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 99周年，7月 1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
机关党支部联合集宁区红十字会
党支部在市党史陈列馆开展庆

“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连云港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本报讯 （曲波）7月 1日，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江
苏省连云港市红十字会组织全体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代表，
前往开山岛开展“追寻时代楷模
足迹，传承守岛卫国精神”为主题
的党性教育活动。

曲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李正莲 王颖）7
月 1 日，云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
机关党支部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9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平凉纪念建党99周年

本报讯（平红）6月30日，甘
肃省平凉市和崆峒区红十字会走
进中街街道新民路社区开展“双
报到”工作之“一名党员一面旗
党员奉献在社区”共建活动。

新建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新红）为庆祝建党
99周年，7月 1日，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红十字会开展“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到小平小道参观，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

青田县走访慰问庆“七一”

本报讯 （王维）7月 1日，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浙
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红十字会党员
干部赴扶贫结对乡镇——舒桥乡
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临沭县开展志愿服务

本报讯 （临红）近日，山东
省临沂市临沭县红十字会医疗志
愿服务队在临沭街道卫生院为辖
区内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
免费检查身体。

庆阳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贾佳）6月30日，甘
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园丁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14名志愿者，在市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参加培
训，这标志着市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 2020 年度集中培训
步入正常。

朔州开展公益讲座

本报讯 （朔红）6 月 17 日上
午和7月2日上午，山西省朔州市
红十字会联合市车务段、市公安
局开展了 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操作演练及急救知识与技能
讲座，助力健康山西建设。

淮北开展水上搜救演练

本报讯 （淮红）7月 1日，为
配合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二大队全面提升水上防汛应急
救援能力，市红十字救援队快速
反应、联动配合，在市东湖湿地联
合开展水上搜救演练。

溧水区救护培训进妇联

本报讯（葛润苏）6月30日，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受
邀为区妇联 26 名巾帼志愿者开
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漳平急救培训进公司

本报讯 （黄艺彬）近日，福
建省龙岩市漳平市红十字会应邀
到中国邮政漳平分公司开展2场
应急救护普及培训，80余名企业
职工参加培训。

7月4日，安徽省淮北市举行2020高考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延续了15
个年头的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行动再次启航，淮北市将爱心送考打
造成了一个城市公益品牌，传递文明，传递志愿精神。

当日，淮北红十字旋风志愿服务队爱心车辆中队20余名队员报名
参加了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在启动仪式现场，他们张贴爱心车标，
系上喜庆的绿丝带，与其他爱心车队、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再度集
结，整装待发，共同拉开了 2020 淮北市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序幕，为高
考学子们助力、护航。图为服务队爱心车辆中队队员们在贴爱心送考
车标。

周方玲/摄

爱心送考再启航

■ 沈非

地处大别山区的湖北省英山县
水口村和叶家山村，海拔较高，交通
不便，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200多
名老人的日常照料和近200名留守
儿童的教育问题成了他们“奔小康”
路上绕不开的坎儿。近年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找准痛
点，搭建帮扶支点，创新扶贫模式，
帮助山区群众在康庄大道上渐行渐
稳。

26项便民项目
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

“在外务工的女儿帮我约了上
门理发，今天一大早你们就到了，真
及时。”水口村 81 岁的付孝祉对着
上门服务的志愿者连声感谢。由于
行动不便，付孝祉已经好久没理发
了。女儿为他预约了曜阳志愿服
务，问题迎刃而解。

一年前，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在
水口村组建了曜阳志愿服务队，免
费为村民提供家电维修、代买代办、
理发、理疗等26项便民服务。截至
目前，服务队累计活动 26000 多个

小时，服务群众 2000 余人次，收获
了村民满满的赞许与感激。

“互联网+医疗健康”系统
打通诊疗最后一公里

“一人生病，拖累全家。镇里因
病致贫的家庭比例高达45%。”原镇
党委书记张春梅无奈地说。水口村
和叶家山村是镇里老龄化程度较高
的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尤为突出，

两村一共84户，需要帮助的患者就
有97名。

为此，总会事业发展中心联合
爱心企业建立了一套精准扶贫的

“互联网+医疗健康”系统，建立电
子健康档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
覆盖，打通诊疗最后一公里。村医
在首诊的同时完成与村民的电子
签约，建立永久性个人健康档案，
资料信息同步上传至镇、县医联体

医院后台管理系统，患者信息实现
互联互通。建立“分级诊疗、双向
转诊”机制，村医一旦发现无法诊
疗的疾病，马上通过转诊系统将患
者转到上级对口医院治疗。按照

“因病施方、因人施策、效果追踪”
的原则，对两村患者实施“一二三”
帮扶行动，即每名患者建立一个帮
扶组，开具对症药方和养生调理两
个处方，跟踪看病疗效、医疗费用
使用、家庭困难三个情况，做到一
月一评估。

“去年我父亲去北京、上海看
病，光路费就花了 5000 多块，住院
费花了 2 万多。今年在网上看病，
不仅节省了路费和住院费，病情也
有了好转，真是又省钱又有效果。”
潘红安高兴地说。一年来，在“互联
网 + 医疗健康”系统帮助下，两村
97 名患者中已有 57 名健康状况得
到了改善，40名患者病情稳定。

心系留守儿童
多举措助力教育扶贫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家中有
没有读书郎。”这是一句广为流传的
扶贫口诀，也是教育扶贫深入人心

的生动体现。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为水口村

和叶家山村的贫困学生每人每年
提供 2000 元资助，同时加强与对
口扶贫村学校合作，选拔品学兼优
的贫困生进行异地教育培养。水
口村和叶家山村近 200 名留守儿
童假期的教育和安全问题，始终牵
动着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的心，为此
他们在对口扶贫村建立了留守儿
童活动中心，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
用假期开展关爱行动，辅导功课、
做游戏……陪伴孩子们安全过假
期。“孩子有地方学习、玩耍，我心
里踏实多了。”外出务工的水口村
村民刘鹏通过视频看到儿子在留
守儿童活动中心学习活动的情况，
心里安心多了。

新的征程即将开启，冲锋号已
经吹响。总会事业发展中心表示，
将继续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农村
康养和精准扶贫为重点，积极探索
乡贤赋能为指导的乡村治理工作体
系，着力推进数据乡村建设，创新美
丽乡村建设新路径，持续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
量。

找准扶贫痛点，搭建帮扶支点，总会事业发展中心——

创新美丽乡村建设

曜阳养老志愿者付诗尧为水口村88岁高龄老人肖素珍理发。 沈非/摄

本报讯（郑红）6月28日，天
色微微擦黑，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万
达门前的人流量逐渐多了起来，市
红十字法律工作志愿服务队在这
里的三四个“摊位”渐渐围满了人。

人群中，一位年轻妈妈学得
格外认真，她重点关注的是气道
梗阻。“幼儿出现气道梗阻时，黄
金抢救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时
间虽然紧迫，却不要慌张。让旁
边的人拨打 120，你则要抓住黄
金抢救时间施救……”志愿者郭
强认真讲解并示范一遍后，这位
年轻妈妈跃跃欲试，在模拟娃娃
身上演练起来。“叩打背部的哪个
位置？我好像没找准位置，力度
怎么控制……”一连串的发问，志

愿者郭强都一一耐心解答。
这位年轻的妈妈姓高，之所以

学得那么认真，是因为几天前，自
己两岁多的女儿经历了一次生死
考验。

“孩子正在吃面包，突然就不说
话了，然后嘴唇发紫。我之前也关
注过这方面的新闻，意识到是气道
梗阻了。”高女士立即抱着女儿冲出
门外，想去小区门口的诊所寻求帮
助。幸运的是，在去诊所的路上，孩
子自己把面包咳了出来。虽然转危
为安，这万分惊险的一幕却让高女
士心有余悸。“今天晚上带孩子出来
遛弯，发现有红十字志愿者在教大
家急救知识，我说啥也得学会，关键
时候，这个技术能救命。”

郑州市红十字法律工作志愿服务队

街头“摆摊”教急救

本报讯 （刘荣琼）7月 2日，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
常委会法制工委主任邓炳国率调
研组一行，赴忠县开展《重庆市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办法（修订草案）》立法调研。

调研组认真听取了县红十字
会等单位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重庆市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办法》情况汇报，并就区县红十字
会建设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的必要
性、可行性问题，以及红十字会基
层组织的具体工作内容、基层组
织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与人
道救助的可行性，捐赠人在申请
税收优惠时是否存在捐赠给关联
方避税等问题，与县财政局、县民
政局、县教委、县交通局、县税务

局等相关部门及部分在县市人大代
表进行了座谈。

调研组一行还实地调研了县红
十字会机关、忠州街道十字街社区
红十字会，详细了解了县红十字会
的性质、人员构成、办公场所、经费
保障，以及基层红十字组织的基本
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调研组指出，忠县相关部门负责
人和市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市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委将进一步梳理和吸收，整合
多方面意见和建议形成最终方案，保
障和规范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副主任
黎藜，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毛荣志，长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霍家勤，忠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
大凡陪同调研。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红十字会法立法调研

本报讯（玉红)近日，为助力
脱贫攻坚，云南省玉溪市红十字
会党组针对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的
红十字核心业务发展不平衡、救
助能力弱等问题，深入分析研究，
对现有救助项目进行梳理优化，
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救助工
作规范化开展。

针对当前开展的人道救助项
目存在的救助金额小、覆盖面窄、
红十字特色不明显等问题，市红
十字会遵循集中财力、优化救助
项目、简化救助流程、提高救助人
群覆盖率等原则，把原来实施的
5 个个人救助项目优化为“生命
接力”和“博爱救急”2个项目。

“生命接力”项目主要针对本
市无偿献血次数累计 3 次及以
上、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无偿捐
献人体器官、遗体的志愿者家
属，因遭遇自然灾害、家庭成员身
患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生活贫困

的，给予人道救助和开展不定期走
访慰问。

“博爱救急”项目主要针对本市
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重大疾病等
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
个人或家庭给予救助。此次优化整
合，主要从人道救助的角度设计救
助项目，特别关注政府政策覆盖不
到，又处于比较急难状态的家庭。

另外，根据特定企业、单位、个人
专项或定向捐赠的资金情况设有博
爱专项救助项目，用于救助特定贫疾
人群。除市本级自主实施的救助项
目外，继续做好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
持的天使基金项目申报工作。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市红
十字会起草制定并完善了《玉溪市红
十字会人道救助工作流程》《博爱救
急救助项目管理办法》《生命接力救
助项目管理办法》《玉溪市红十字会
临时应急救助管理办法》等制度，使
救助工作更规范、更高效地开展。

针对业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玉溪红会

优化救助项目，完善救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