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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泽区急救宣传进法院

本报讯 （丰红）8月 4日，福
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红十字会到区
法院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宣传活
动。区法院部分工作人员、法警
约50余人参与了此次宣传活动。

镇江开展救援培训亲子活动

本报讯 （刘晓霞）近日，江
苏省镇江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
举行了一场“大手牵小手，学急救
知识 ，做小小救护员”亲子活动，
培训家长和孩子应对突发事件、
意外伤害的应变处置能力。

旌德县表彰“最美巾帼战疫人”

本报讯 （朱于斌）8月 3日，
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妇联、县红
十字会联合为荣获宣城市“最美
巾帼战疫人”赠送荣誉证书和奖
牌，并向每人送去县红十字会抗
疫博爱慰问金。

黄石港区“救在身边”开课

本报讯 （黄红）8月 5日，湖
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红十字会第
二期“救在身边”微课堂在黄石港
区海关山社区举行。

张家港应急救护走进高铁站

本报讯 （孙雯）近日，江苏
省张家港市红十字会到张家港高
铁站为站内工作人员开展救护培
训，共有30余人参加。

余姚新增投放20台AED

本报讯 （余红）8月 3日，浙
江省余姚市红十字会在世南小学
安装 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
仪），并且对安装点相关人员进行
了使用与管理方面的培训。20台
AED 将在 8 月上旬全部投放完
毕，全市AED累计投放达85台。

恩施州走访慰问受灾群众

本报讯 （恩红）8月 4日，湖
北省恩施州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张献宏、州卫健委副主任宫念樵
一行到屯堡乡马者村看望慰问受
滑坡影响紧急转移安置的受灾群
众。恩施州红十字会已紧急向马
者村拨付价值约10万余元物资。

灌云县应急救护进农村

本报讯 （王丹丹）8月 4日，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为 120余
名农民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这次
培训有效提升农民在农业生产生
活中遇到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靖边县参加青少年夏令营

本报讯 （李文春）8月 4日，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精彩暑假
快乐童心”公益夏令营活动在靖
边县净水鸟户外训练基地开营。
县红十字会通过捐赠急救箱、急
救包、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等
形式，积极参与青少年公益夏令
营活动。

江干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江红）8月 4日，浙
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讲师团应邀走进位于钱江
新城泛海国际中心的北京银行杭
州总部（分行），为银行工作人员
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专场培
训。

黄山开展防汛救灾慰问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
省黄山市红十字会赴帮扶村进行
防汛救灾慰问。此次走访慰问共
为两个帮扶村送去总价值1.9444
万元的防汛救灾物资。

巴林左旗表彰优秀志愿者

本报讯 （巴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红十字会在志
愿者之家召开红十字优秀基层组
织和优秀个人表彰大会。

大会分别对“5 支红十字优
秀志愿服务队、6 所红十字优秀
基层组织、4 名红十字优秀应急
救护师资、7 名红十字优秀志愿
服务队队长、15名红十字优秀基
层工作者、6 名红十字优秀工作
者、20 名红十字优秀志愿者、14
名红十字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
进行了表彰。

湖州举办青少年急救训练营

本报讯 （湖红）8月 6日，浙
江省湖州市暑期青少年红十字应
急救护训练营开营，来自湖城各
应届高中毕业生40余人参加。

柳河县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 （赵石头）8 月 5 日,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红十字会与
县卫生健康局红十字志愿应急医
疗服务队在柳河县导航街道的民
主、振兴等 4 个社区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30余名社区居民接受义
诊检查。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枫林谷景区

绿水青山成了绿色银行
■ 王金海 石羚 刘洪超

青山滴翠，溪水潺潺，盛夏的辽
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枫林谷景区
内，平均气温只有23摄氏度，每立方
厘米空气含负氧离子超过5万个。

7月 26日一大早，58岁的护林
员李宏生边收拾巡山用的背包和
工具边说：“1981 年刚来这里上班
时，齐腰粗的大树一天砍倒几十
棵，也没觉得啥。现在要是看见哪
棵小树倒了，心里都不落忍。”

8年前，这里还叫和平林场，是
桓仁县重要的林木采伐基地。树
没少砍，可老李这样的老工人每月
只能拿到 1500元工资。如今，这里
变成了一个游人如织的 4A级旅游
景区。“工作不累，收入翻了好几
倍。”老李说。

林场变成了景区

“之前每天的工作就是砍树，
每年最少也要砍 8000棵，天然林砍
光了就砍次生林，后来又去砍人工
林，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老
工人辛志明回忆。

除了和平林场，其他林场的日
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桓仁县库区
林场场长战俊东说：“咱桓仁共有 8
家国有林场，最困难的时候职工月
收入仅几百元，80% 左右的职工家
庭是困难户，一些适婚年龄职工找
不到对象。”

2002 年桓仁正式停止天然林
商业性采伐，时任县林业局局长汪
立功没少琢磨出路。

2011年“十一”假期，汪立功没
有休息，而是带着各大林场的负责
人来和平林场考察，漫山遍野红彤
彤的枫叶让汪立功为之一振。“别
的都不干，就它了！”在几间破旧平
房组成的林场办公区里，一个改

“砍树”为“看树”、以旅游带动脱贫
的设想产生了。年底，由和平林场
控股、其他 7 家林场入股的枫林谷
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正式建立。

从此，这里不仅不砍树了，还见
缝插针地补植；修路，尽量依托原有
林道；建停车场，用的是原来的储木
场……为了保护环境，景区修建中
最大程度维持原有自然风貌。

没有人才，就在实践中培养；
没有钱，大家从木材销售中筹措资
金，争取专项资金、财政支持。2013
年9月6日，景区如期建成开业。时
任桓仁县林业局副局长的王树杰
记得非常清楚，“开业当年，景区收
入达200万元。”此后，主打“森林氧
吧”“枫叶之最”的枫林谷景区成为
国家4A级景区，吸引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游览，景区收入一连翻了好
几番。截至 2019年，景区累计收入
5300多万元，同时少采伐了一万亩
森林。用王树杰的话说，“相当于
我们再造了一个和平林场”。

看着景区络绎不绝的游客，辛
志明感慨地说：“原来站着的树更
值钱！”

家家都有致富门路

走进桓仁满族自治县向阳乡
和平村，一座座农家小院白墙红

瓦，整洁漂亮。而几年前，这里还
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

如今，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2019 年全村 1801 名居民
中，与旅游相关的从业人数就有
1243人。村里开起63座农家院，软
枣、榛子和木耳等山货不再愁销
路。全村人均收入从 2013 年的
5000 元提高到 2.3 万元，贫困人口
全部摘帽。

“这都是因为搭上了枫林谷景
区的顺风车。”和平村党支部书记
刘佰红说，“现在家家都有自己的
致富门路，户户都有自己的增收项
目，这儿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专业
村。”

57 岁的王俊香给记者算了她
家的收入变化账：“枫林谷景区开
业前，打工活儿少，山货卖不上价，
我丈夫姜忠德一年也就挣 1 万多
元，加上我的收入，全家年收入也
就两万元。2019年，老姜打零工能
挣两万元，我在村里上班能挣 3 万
多元，农家院纯利润也有两万元，
两亩苞米改种榛子，我们老两口现
在一年收入将近8万元。”

枫林谷景区辐射带动的不只
有和平村。“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
10多个扶贫商亭，免费提供给建档
立卡贫困户使用，供他们销售自家
农副产品。在同等用工条件下，景
区优先雇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
力，为他们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
枫林谷森林公园旅游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刘翔告诉记者。

“2019 年，共有 23 个贫困村和

经济薄弱村与枫林谷景区开展扶
贫合作，当年各村投资收益达 63.3
万元，受益贫困人口 419户 838人。
2020 年，新增 5 个乡镇与枫林谷合
作开展扶贫合作，累计扶贫基金
2136.02 万元，预计 1000 户以上受
益。”桓仁县扶贫办副主任袁野介
绍。

景区还与多个乡镇、村开展扶
贫合作，景区每年以8%的稳定收益
作为分红分给这些乡镇、村，用于
补贴无劳动能力、无产业发展能
力、有重大疾病以及有子女就读高
校等情况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
每年不低于1000元。

山上都是宝贵财富

“争取把上半年的损失补回
来！”在桓仁龙参健康药业有限公
司的生产线上，人参系列食品、保
健品及人参面膜、洗发水等产品正
源源不断生产装箱，70多名工人干
得热火朝天。

“公司 2018 年投产，累计销售
额已超过1亿元。”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王兴仁高兴地说，“林下参是我
们目前的主打产品。虽然园参4年
就能长到手指头那么粗，但论斤
卖，便宜的才20元一斤。而一株三
四钱重的 20 年林下参光批发价就
得 500 元，年头长的卖几千上万元
的都有。”

王兴仁介绍，桓仁30多年前就
种园参，砍掉林子做参床、建大棚，
中间又不断施肥撒药，既容易水土
流失，还会导致土壤板结，对环境

破坏大。“现在改种的林下参，生长
在野山丛林中，生态越好，生长越
棒。”

桓仁的自然条件本就适于人
参生长，实施禁伐天然林政策，更
为林下参种植带来契机，人参种植
加工逐渐带动了桓仁健康产业的
发展，带动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从种植林下参，到采收山野菜，从
发展红松经济林，再到养殖林蛙，
桓仁将保护森林生态环境和发展
林业特色产业融为一体，实现了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
动。

在二棚甸子镇摇钱树村，99%
的村民种植山参，户均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做梦都想不到能挣那么
多钱，摇钱树村终于名副其实了。”
参农郭军说。

桓仁镇大甸子村村民董福军
辞去伐木工作，在落叶松下种植林
下木耳，“木耳只要一晒干就被人
订走，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五里甸子镇三架窝棚村的贫
困村民种植五味子、榛子，收入比
过去高出十几倍，从石头房搬进了
大瓦房。

山参年产值21亿元，种植红松
年收入过万元的农户达 3000多户，
山核桃油等5个产品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一个个数字，记录着这片森林
带来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绿水青山成了桓仁群众的绿
色银行。

（转自《人民日报》）

8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联合参加“防汛抢
险和地质灾害救援模拟实战演练”活动，共计 230 余人参加实战演练。

（海红）
实战演练正当时

“天使之旅”走进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和西峰区

52名儿童参与筛查，4名符合手术条件
本报讯 （彭亮 李娜）8月 4

日，甘肃省红十字会联合省人民
医院心外科医疗专家团队到庆阳
市镇原县和西峰区开展“天使之
旅——走进庆阳”贫困先心病 0
至14周岁儿童筛查救助活动。

镇原县和西峰区红十字会高
度重视“天使之旅”这项惠民工
程，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和下发
通知等方式方法在辖区做了大力
宣传。通过前期宣传和登记，此
次共有 52 名普定先心病儿童前
来参加筛查，其中符合手术条件
的患儿4人，需要定期复查16人，
术后复查20人，无异常12人。

活动现场，甘肃省人民医院

心外科医疗专家通过现场问诊、查
体及B超检查的形式，认真有序地
为来自镇原县和西峰区农村的先
心病儿童进行了筛查，对符合红十
字会救助条件的先心病儿童进行
登记注册，方便后续救助进一步手
术治疗。同时，为前来筛查的患儿
监护人耐心讲解救助政策，并嘱咐
需要住院治疗的先心病儿童择期
到甘肃省人民医院进行治疗，治疗
期间手术费用由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无偿援助。

此次活动不仅给当地广大贫
困先心病患儿家庭来了福音，还为
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搭起了一座连
心桥，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南京大学生“直播带货”助力扶贫
本报讯 （葛润苏）8月 2日，

江苏省南京工程学院电力工程学
院“青春战疫·科技支农”实践团
来到南京市溧水区供销社“无想
田园”农产品展销中心直播带货,
活动获益均通过溧水区红十字会
捐出。

一小时的直播中，实践团队
向直播观众推荐了蓝莓汁、优质

稻米等溧水特色农产品。同时，实
践团队还介绍了溧水区对口支援县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的山货和
茶叶，为大家提供多种购买选择。

截至直播结束，总计带货二十
余单。实践团成员表示，“我们希望
通过直播带货把爱心传递下去，让
更多人加入到帮扶贫困地区发展的
队伍中来。”

（上接一版）

赈灾募捐 透明高效

7 月 18 日晚 6 时 30 分，灾后
第12天，歙县的徽州古城灯火璀
璨，退去洪水的非遗夜市灾后归
来。

当晚，在《鼓震四方》的激越
声中，歙县红十字会助力灾后重
建的义演募捐暨义卖活动如期举
行。人们纷纷通过微信、支付宝、
现金或字画拍卖等形式捐献爱
心，黄山人的社交网络被徽州古
城里流淌出的爱心热潮刷屏。当
晚一共募得善款 71.82万元。据
悉，歙县是今年黄山市受灾最严
重的一个县，截至 8月 9日，共接
受捐赠款物944.68万元。

7 月 28 日 0 时 39 分，合肥市
红十字会收到一笔 200万元转账
捐款，备注为“谦寻薇娅专项支援
庐江抗洪救援”。

原来，“淘宝第一主播”薇娅
来自安徽庐江，家乡遭洪水侵袭，
她始终牵挂在心，得知合肥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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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红会及时
将 200 万元转账至庐江县红会，

用于当地的抗洪救灾。薇娅还积极
联系采购抽水泵、手电筒、冲锋艇以
及食品、生活用品等物资，直接发往
了庐江灾区。在薇娅的感召下，不
少网民为庐江灾区献出爱心。

八一建军节前夕，《你为我护
堤 我为你干衣》的故事被安徽多家
媒体报道。连日大雨，战士们穿着
湿衣服抗洪抢险一事引起了广泛关
注，合肥市红会联系爱心企业、个人
及物流仓库，仅用一天时间就为合
肥警备区各抗洪抢险临时驻地安装
上了50台烘干机。

省红十字基金会还通过腾讯发
起“一起捐”，积极筹集救灾资金。
充分利用企业捐赠的消毒水、毛巾、
防暑降温药品、急救包等物资，为灾
区救援人员定制了救护保健箱。根
据各地需求，及时为受灾群众采购
制作救灾家庭箱等各类急需物资。
洪灾以来，共计发放各类救灾家庭
箱5800箱，总价值近206万元。

灾情发生后，安徽各级红十字
会通过官网、腾讯公益、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向社会发出募捐公告，及时
采购发放救灾物资，定期公示款物
接收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截至8月7日，省红十字会系统
共计募集款物7593.59万元。

奋力确保每一名受灾群众安全
——安徽省阜阳市红十字志愿者防汛救灾工作侧记

■ 宋萍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被誉为“千
里淮河第一闸”的安徽省阜阳市王
家坝及颍上县等蓄洪区自7月20日
起相继开闸蓄洪, 近20余万居民受
影响。阜阳市红十字会召集临泉
县、太和县及界首市近 200 名红十
字志愿者参加救援，为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界首市：60余名志愿者支援抗
洪前线

20日上午，界首市红十字会专
职副会长相治龙带领 60 余名志愿
者加入市民兵应急连，增援王家坝。
这时，王家坝闸下的濛洼蓄洪区已
有 2000多名居民撤离，其余群众居
住在 131 个地势较高的庄台上和 6
个保庄圩里，志愿者抵达现场后执
行巡堤、抢险、运送人员等任务。

25日14时，志愿者分两批奔赴
颍上县赛涧回族乡执行加固涉水堤
坝任务。

26日11时，颍上县姜唐湖蓄洪
区戴家湖涵闸闸门破损，大堤背后
形成直径10米的漩涡，5000多名村
民紧急撤离，志愿者又紧急转战至
八里河景区停车场，配合葛洲坝集
团抗洪抢险队挖土装沙包，确保大
堤安全。

临泉县：志愿者跳入急湍抢救
溺水群众

王家坝开闸蓄洪后，临泉县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陈园园等3名
队员第一时间赶赴王家坝，配合县
民兵应急连成立防汛突击队，开展
河上巡堤，转运受困群众及物资，共
接送医务人员40多人次，运送村民
等110多人次。

应急救援队副队长徐健在王家
坝蓄洪区遇两名意外落水人员，他
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及时将两名落
水者施救上岸，他的英勇举动令众
人敬佩。

太和县：救援队辗转多地，连日
奋战不停歇

6 日，太和县红十字救援队赴
黄山市歙县开展救援工作。

7 日晚，接到省红十字救援队
指令后，县救援队火速转移到东至
县龙泉镇开展救援。

在转移被困群众途中，遇到一
辆汽车求救，车上有一名即将分娩
的孕妇。经询问得知，他们要赶到
东至县医院，但在经过涉水路段时
车辆熄火，此时距离最近的龙泉镇
中心卫生院已经被淹，而昭潭镇中
心卫生院路况复杂，情况危急。

救援队立即分为两组行动，一
组继续转移群众，另一组立刻护送
该孕妇到昭潭镇中心卫生院。救援
队争分夺秒终于将孕妇安全送达卫
生院。

返程途中，队员接到该车受困
车主叶彭风打来电话报母女平安，
并向救援队表示感谢。“这个宝宝真
是个福娃！”太和县红十会救援队队

长张超仁说。
19日晚，救援队收到六安市裕

安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增援
函。裕安区全镇 15 个村全部不同
程度被淹，积水最深处达3米，全镇
成了一座“孤岛”。救援队第一梯队
6 人紧急集合先行出发，由于被困
群众较多，第二梯队11人继续支援
六安固镇，救援队共携带四艘橡皮
艇、四台船外机。经过两天两夜的
多方联合救援，被围困的群众全部
转移至安全地点。

21 日中午 12 时，救援队出发
增援王家坝。当晚20:30左右，救援
队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一起交通事
故，队员们即刻下车查看伤者情况，
一名女子头部受伤躺在地上，另一
名女子手上、腿上都是鲜血，队员立
即拨打 120、122电话并在现场维持
过往车辆秩序，避免二次伤害。直
至医护人员和警察来到现场，协助
120 医护人员把伤者抬到车上，队
员才撤离。

22 日，救援队 8 人携带救援装
备直接从王家坝出发赴庐江县参加
救援工作。

26日，救援队赴颍上县姜唐湖
蓄洪区戴家湖开展救援工作，协助
转移受灾群众，加固堤坝。

此次防汛救灾行动，太和县红
十字会救援队共出队39人20车次，
携带橡皮艇4艘，辗转12个救援点，
转移受灾群众 5000 人次，包括孕
妇、残障人士、老人及儿童等，救援
服务时长600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