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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西安志愿者护航城市路跑
本报讯（西红）8月10日晚，

2019 悦跑西安城市路跑系列赛
大唐芙蓉园站鸣枪开跑，西安市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组织 12 名应
急救护志愿者为5公里荧光跑开
展应急救护服务保障。

铜川慰问抗美援朝老兵
本报讯 （武玲娟）近日，陕

西省铜川市红十字会前往宜君县
彭镇让地庄、铜川市金华老年公
寓、新区天使小区等地，看望慰问
王楚海、杨西国、魏世田、丁庆刚、
谷景修、郭新民等 6 位抗美援朝
老兵。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
米、油、夏凉被及营养品，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

合肥上半年培训救护员1478名
本报讯 （庐红）今年以来，

安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高度重
视、细化措施、制定计划，大力推
进救护员培训工作。截至7月23
日，已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1478名，完成全年计划数74%，培
训人数和序时进度均领跑全省。

大连举办会员培训班
本报讯（滕人彤）8月10日，

辽宁省大连市红十字会举办新入
会红十字会员、志愿者骨干培训
班，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对会员
和志愿者的政治引领。45 名红
十字会员和志愿者集体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贺信精
神，并结合志愿服务工作谈了学
习体会。

靖江志愿者守护泳池安全
本报讯 （靖红）暑假期间，

江苏省靖江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受市体育中心邀请，于 7月 22日
起在体育中心设立红十字志愿服
务站，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志愿服
务，为暑期游泳、健身的市民提供
应急救护服务。

溧阳救护培训进监狱
本报讯 （金璐）8月 1日，江

苏省溧阳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讲师来到溧阳监狱，为监狱的
狱警和服刑人员开展现场应急救
护知识培训。

灌云县救护培训走进夏令营
本报讯 （王丹丹）近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应
县民政局邀请，为参加夏令营的
25 名留守儿童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

江干区青少年参加救护夏令营
本报讯 （王晨）8 月 3 日，

2019 年第一期红十字应急救护
青少年夏令营在浙江省红十字会
现场应急救护培训综合教学实习
基地开班。来自江干区中小学的
30余名学生作为第一批营员，走
进省红十字会机关，了解红十字
运动历史、场景式体验意外伤害
防范、学习应急救护知识技能。

平利县开展助残济困活动
本报讯 （王兵）近日，陕西

省安康市平利县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看望慰问身残志坚、自强不息
的残疾人王龙刚和残疾大学生王
东杉，为他们送去了棉被、毛巾
被、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德清县红十字会理事学急救
本报讯 （德红）近日，浙江

省湖州市德清县红十字会为县红
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举办了
一期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班。培
训班为期2天，共计16个学时，来
自全县的30多名理事参加培训。

谷里街道夏日送清凉
本报讯 （谷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亲见社
区红十字志愿者上门走访低保户
儿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残疾儿
童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情况，并带
去慰问品，并向他们宣传防溺水
安全知识。

新建区救护培训进工厂
本报讯 （新红）8 月 1 至 2

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
会走进江西泉海管业科技有限公
司，为一线生产工人开展了为期
2天的救护员培训。

达州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达红）近日，四川

省达州市红十字会在中原油田普
光分公司达州基地先后组织开展
了三期救护员培训，共计 144 人
参训，经考试考核，全部获得红十
字救护员资格证书。

■ 宗合

狂风、暴雨、骇浪，大树连根
拔起，房屋瞬间倒塌，山洪狂泻而
下……

8 月 10 日凌晨 1 时 45 分，超
强台风“利奇马”在温岭城南镇登
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 16 级，
是 70 年来登陆浙江的台风的第
三强。登陆后，“利奇马”纵穿浙
江全境。

台州告急！金华告急！宁波
告急！

红十字人出动，红十字救援
队出动，红十字志愿者出动。9
日下午开始，浙江省各级红十字
会、全省24支红十救援队迅速行
动，迎战“利奇马”。

风雨中，红十字人在行动

9 日下午，浙红省红十字会
紧急启动防台风 I 级应急响应，
要求各级红十字会加强部署，随
时待命。

省红十字会印发《关于认真
做好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防
台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
级红十字会加强部署、做好救灾
救援准备工作，加强值班、及时报
送灾情信息，积极发挥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作用，随时待命，准备出
勤。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
副会长陶竞靠前指挥，对灾情收
集、物资储备、救灾救援等情况作

出具体部署。
自 9 日下午开始，全省各级红

十字会、各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积极
行动，参与到当地道路树木清障、危
房巡查、劝导居民及时撤离、排水作
业等行动中。

宁波市镇海红十字海天救援队
出动人员10余名，车辆3辆，巡查区
域安全隐患，排除街道路面积水。

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红十字
会和街道驻半洋洪村村干部、村两
委转移受伤的安徽籍民工。

10日下午，临海灵江出现最高
洪峰，大量洪水涌入城内，导致临海
老城区积水 1.5米左右，内涝严重，
情况十分危急！

17时，全省红十字会系统救援
队再次集结，连夜携带冲锋舟、橡皮

艇、摩托艇、两栖车、装载机等救援
装备，紧急驰援临海。

21时，绍兴市上虞区红十字户
外救援队抵达临海，3 条红十字救
援艇前往临海小岙村展开救援。救
援队队长徐益江介绍，小岙村水位
极高，已淹没居民房屋一层以上，村
民已移居二楼及楼顶，截至 11日 8
时，转移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救援队
已转移群众26人，其中儿童2名。

10日凌晨 0时 49分，台风登陆
前 1 个小时，温岭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接到防指指令，坞根路上有车
因电线杆倒塌受阻，3人被困，救援
队抽调4名骨干队员组成突击队前
往救援。凌晨 2时 42分，救援队与
受困人员汇合，将被困人员安全转
移至附近避灾点。

9 日晚至 11 日，省红十字（东
阳）大众卫生与供水救援队、省红十
字（仙居）应急搜救队、省红十字（新
昌）应急搜救队、宁海县飞狼救援
队、德清县众安救援队、临安区红十
字北斗救援队连续作战，多次出勤，
营救被困人员，疏通交通干道。

夜已深，红十字人在坚守

10日上午，浙江省红十字会决
定向灾情较重的温岭市、仙居县和
金华磐安县紧急拨付毛巾被、家庭
包、运动装等救灾物资，其中拨付温
岭市毛巾被 1000 条、家庭包 1000
个，拨付仙居县毛巾被500条、家庭
包 500个、运动装 540套，拨付磐安
县毛巾被400条、家庭包400个。

同时，省红十字会及时向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报告灾情，争取总会
救灾款物支持。

10日下午，第一批救灾物资发
往磐安县等灾区。当日20时，磐安
县红十字会收到了省红十字会首批
价值12万元的救灾物资，该批物资
包括毛巾被、家庭包各 400 份。10
名红十字志愿者连夜进行物资卸
载、搬运和入库。11 日上午，该县
红十字会及时将救灾物资发放到受
灾群众手中。

10日23时，省红十字会备灾救
灾中心加班加点装运物资，将总会、
省红十字会发往温岭、仙居、宁波、
缙云、新昌等地的抗台风救灾物资
装运完毕，发往灾区。

10日，宁波市红十字会向鄞
州区受灾较重的东吴镇捐赠价
值 10 万元的救援物资。截至当
晚，市、区两级红十字会共调拨 4
艘橡皮船、50件救生衣、400 个家
庭生活包、200张凉席和200条毛
毯支援东吴灾区。

11日上午，温岭市红十字会
将省红十字会拨付的救灾物资，
陆续发放到石塘镇老年博爱家
园。

8月10日22时至11日凌晨3
时 30 分，300 多名临海永丰镇受
灾群众被临时安置在黄岩城关
中学安置点，抽调公安、民政、应
急管理、红十字会等部门组成救
援队，紧急安置这 300 多名临海
受灾群众。

为更好地照顾这些受灾群
众，10日 22时，黄岩区红十字会
通过微信群等方式，紧急招募志
愿者。不到半小时，第一批15名
志愿者就赶到安置点。志愿者
为受灾群众搭建临时床铺，为他
们提供开水、面包、方便面等食
物，并协助做好登记工作。

从10日深夜到11日，上百位
爱心人士从各地赶到安置点开展
志愿服务工作，有的送来现做的
蛋糕，有的送来饭菜和水，有的送
来排风扇，还有的送来医疗服务。

夜已深，安置点内的群众安
然入睡，而红十字人仍在忙碌中
……

本报讯 （嘉红）超强台风
“利奇马”强势来袭，嘉兴市各级
红十字会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
和领导带班制度，联系基层红十
字会，号召广大红十字会员和志
愿者积极行动，关注灾害受损情
况，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狂风暴雨中，全市红十字志
愿者、会员迅速行动。南湖区、秀

洲区红十字志愿者、工作人员深
入村、社区，帮助转移人员，志愿
者在救灾避灾点分发饮用水、食
品、急救包等必需品。

截至 11日 9时，嘉兴市共有
8支红十字救援队1261名队员参
与救灾，在救灾一线的队员数为
925 人，备勤值班人员 254 人，共
出勤78次，转移受灾群众507人。

本报讯 （南红）嘉兴市南湖
区红十字人冲在防灾抗灾一线，
深入社区、避灾安置点，帮助受灾
群众转移，为群众送去急救箱、饮
用水、雨鞋雨衣等必需品。

各镇（街道）及时将危险地带
群众转移到避灾安置点。为有效
保障全区安置点居民身心健康，
区红十字会与区卫生健康局联合
在全区各医疗卫生单位组建 12
支医疗应急救援队伍，共 81人。
抽调精干力量入驻安置点，24小
时全程陪护，派遣驻点医务人员

29人。
组建巡诊组11支队伍45人，

组建由专业心理咨询师带队的灾
后心理干预队伍，分赴到居民避
灾安置点开展送医送药、送急救
包、急救知识普及、健康宣讲和心
理干预等工作。

10日下午，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奔赴各个安置点了
解居民目前身体情况，并送上急
救包。当天为安置点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4951人次，救治患者7人，
发放急救箱30余个。

本报讯 （方晶晶）8 月 11 日，
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携
带冲锋舟、救生圈、救生衣及救援物
资奔赴救援抢险一线。

平阳县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于
2018 年 5 月 8 日成立，目前有正式
队员 40余人，志愿者 40余人，主要
任务是协助政府，在平阳及其周边
区域内开展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
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技能培训。

本报讯 （黄慧远 金乐）8
月 10 日，台风“利奇马”来袭，衢
州市衢江区举村乡受灾严重。接
到上级指示后，衢江区红十字会
迅速响应，立即通知待命中的区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参与救援。

17 时，救援队携发电机、皮
划艇等救援装备赶赴举村乡开展
救援工作。

受台风影响，衢江区举村乡
翁源村大面积断电。区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第一时间赶到安置点，
利用携带的发电机为应急照明灯
供能，于21时45分成功点亮现场
第一盏灯，随后继续奔赴前线。

有群众报警，举村乡洋坑村

有村民被困山上，需要救援。区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于 22时 30分接到
指示前往救援。根据临时指挥部安
排，队长曹建光带领 7 名队员与蓝
天救援队一起上山搜寻。大雨过
后，山间溪流水位暴涨，水流湍急，
队员们利用抛绳、激流救生衣，艰难
跋涉，终于在11日凌晨1时许抵达，
确认留守家中的村民们都安全后，
队员们又到进水和倒塌的房屋中摸
排，确认无被困人员后，凌晨4点才
收队。

连日来，衢江区红十字会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一直关注举村乡
灾情变化。

11日上午，衢江区红十字会根

据举村乡实际受灾情况迅速展开各
类救灾物资的准备。10 时，大米、
食用油、方便面、衣物、洗漱用品等
各类救灾物资装车完毕，赶赴举村
乡展开紧急救助。

山路蜿蜒狭窄，车辆难行，由区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区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队员、区仁爱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队员组成的救灾物资护送队伍
于中午 12 时抵达举村乡。救灾物
资将由当地政府相关负责人陆续分
发到受灾群众手中。

下一步，衢江区红十字会将继
续关注举村乡的灾后救助情况，确
保救灾物资落实到位，确保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本报讯 （绍红）台风“利奇
马”来袭，根据市委市政府及省红
十字会部署，绍兴市红十字系统
启动一级响应，全力做好防台风
工作，市本级及区、县（市）两级红
十字会24小时值班，其他人员备
勤。

8月 9日，新昌、诸暨、嵊州、
上虞等 4 支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300 余名队员全部就绪，随时奔
赴一线投入应急救援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共出勤10余次，共疏散群
众 1400 余人，营救被困人员 450
名，市红十字会已下拨首批价值
4 万余元的家庭应急包，另有价
值 35 万余元的救灾物资也已向
省红十字会申请并紧急调拨中。

8月9日，嵊州市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发布备勤公告，20名突击
队员在队部通宵值班备勤。16

名队员参加人武部水上搜索救援
排备勤。14 名队员与剡湖派出
所警务管家携手对白莲塘社区老
旧危房进行地毯式排查。

8 月 10 日下午，救援队再次
赶赴嵊州市甘霖镇、苍岩展开救
援，出勤 4 次，出勤人员 70 余人
次，疏散解救被困群众100余人。

8 月 10 日，新昌红十字救援
队组织 40 余名队员兵分两路携
带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镜岭大
畈村、雅庄村、渡头村等地，疏散
解救被困群众1150名。

8 月 10 日，诸暨红十字救援
队共出勤救援4次，进入4个村疏
散群众，营救被困人员600余名。
一名救援队员说：“我舅舅家也在
受灾地区，家里的水已经半人深，
可我只能告诉他们先上二楼躲
避。没办法，我们照顾不过来，必
须让其他群众优先！”

本报讯 （程怡）8 月 10 日至
11日，宁波市鄞州区红十字会密
切关注灾情，紧急组织救援，解救
被困群众，发放救灾物资。

10日上午，鄞州东吴镇突发
山洪，生姜村300余名群众被困。
区红十字会第一时间派出红十字
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10余人，从
备灾救灾物资库紧急调拨3艘橡
皮船、50 件救生衣和 100 个家庭
生活包奔赴灾区救援。

10日下午，区红十字会紧急
从备灾救灾仓库中调拨家庭生活
包 100 个、凉席 200张，火速送往
东吴镇灾区安置点。

宁波市红十字会获悉鄞州灾
情后，也紧急调拨价值10万元的
家庭赈济包200个、毛毯200条支
援灾区。

8月 11日 20时，鄞州区红十
字会又紧急调拔 15盏应急灯、35
盏头灯运往天童景区。

本报讯 （浙红）8 月 11 日上
午，民盟浙江省委会通过省红十
字会向临海灾区捐赠20万元，并
号召盟员单位、个人向灾区捐款。

11日中午，民盟浙江省委会
委员、省政协委员、浙江民盟企业

家联谊会会长、赛丽正宏集团董
事长夏赛丽通过省红十字会向临
海灾区捐款10万元，用于灾区抗
台风救灾工作。这是“利奇马”台
风灾害发生后，省红十字会收到
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红十字迎战“利奇马”
浙江省红十字会系统驰援台风“利奇马”灾区

截至8月11日中午，浙江省红十字会系统共组
织73支救援队，计3508名队员参与救灾，累计出勤
683次，转移受灾群众19030人，帮助灾区清障，参
与抢险。其中24支救援队，360名队员自10日晚开
始一直在临海市一线参与救灾救援行动，帮助转移
群众2000余人。

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投入救灾款物278.82
万元（其中救灾款20.23万元，物资价值258.59万
元），其中总会下拨救灾款20万元，物资价值110.78
万元，省红十字会调拨物资价值58.96万元，各市、县
（市、区）共投入救灾款物总价值89.08万元。

绍兴：吹响生命救援“集结号”

浙江省民盟和省政协委员夏赛丽
向临海灾区捐款30万元

嘉兴：8支队伍1261名队员参与救灾

8 月 11 日下午，浙
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平田
乡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
志 愿 者 ，用 橡 皮 艇 将
150 箱矿泉水、八宝粥
及方便面等救灾物资，
运送到受灾的桐岭村并
发放到村民手中。

平田乡位于黄岩西
部山区，山路险峻，交通
不便，离黄岩主城区有
1小时车程。

（邵青青）

衢江：台风中的红十字力量
鄞州：灾区缺什么，我们送什么

南湖区：放心,我们随时都在

平阳救援队奔赴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