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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禾

狂风过境，暴雨袭城。8 月 10
日 1时 45分，超强台风“利奇马”在
浙江温岭登陆。截至 12日 7时，已
致39人遇难、9人失踪，紧急转移安
置126万人，667.9万余人受灾。

灾害发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
高度重视灾害救援救助工作，第一
时间对红十字系统抗风救灾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亲自指挥救
灾工作，要求总会和灾区各级红十
字会加强24小时应急值班，根据灾
区救援实际，迅速向灾区派出救灾
工作组，紧急出动红十字救援队并
调拨救灾款物，配合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全方位做好救援救助工作。

截至 8月 11日 24时，灾区各级
红十字会共派出搜救、水上救援、赈
济等各类救援队 73支 3508名救援
队员，累计出勤683次，成功转移受
灾群众 19030 人,其中 24 支红十字
救援队360名救援队员自10日晚一
直在临海市一线开展紧急救援行
动，共抢救转移灾区群众 2000 余
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浙江省各
级红十字会首批向灾区调拨赈济家
庭包 7900 个、夹克衫 2000 件、毛巾
被 3900条等救灾物资，拨付救灾备
用金 20 万元用于紧急采购水和食
品，款物合计 278.82万元。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安排 100 万元救灾资
金，向 3000户受灾家庭提供赈济家
庭箱。

根据“利奇马”台风发展和总会
指令，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红十字
会也积极开展抗风救灾工作。8月
11日，山东省红十字会派出21支红
十字救援队 1355 名救援队员参与
救灾救援工作，累计协助转移受灾
群众 4680名。江苏、安徽两省红十
字会共13支救援队550名队员进入
备勤状态。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指导、组
织灾区各级红十字会分配发放红十
字救灾物资，开展灾区需求评估，持
续做好后续救援救助工作。

枕戈待旦迎风灾

9 日上午，根据中央气象台预
警及国家减灾委预警，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向“利奇马”台风沿途省份红
十字会下达预警，要求做好台风救
援准备工作。

在“利奇马”登陆地浙江，根据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浙江省红十字
会系统干部职工迅速行动，投身抗
风救灾工作。省红十字会下发通
知，省红十字会和受灾地区红十字
会取消双休日休假，坚守岗位，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灾区及其周边红
十字救援队备勤，密切关注灾情。

根据当地党委政府和省红十字
会指令，台风影响地区各级红十字
会及所属备灾仓库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人员到岗到位，红十字救援队及
相应救援车辆、装备全部就位备勤，
进入“战斗”状态。

9日下午，风雨转急，造成部分
地区大树折断、内涝严重。当地红
十字会、红十字救援队积极行动，参
与道路树木清障、危房巡查、劝导居
民撤离及排水作业。

在台州市黄岩区半洋洪村，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得知外来务工人员
孙某腰椎受伤、行动不便，立即与村
两委一起将他转移安置到村民牟星
满家中进行照顾。

在金华市婺城区岭上乡，红十
字救援队得知一位 93 岁老人离家
出走，立即派出 13 人搜救小队，携
带夜视设备赶往事发地，采用监控
和目击者信息相结合的方式，锁定
老人失踪范围，于当晚21时15分在
一片荒地中找到老人。

10日零时49分，台风登陆前一

小时，温岭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接
到指令，某道路电线杆倒塌，一车 3
人被困。救援队立即抽调4名骨干
队员前往，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救
援，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附近避
灾点。

劈波斩浪守平安

10日凌晨 1时 45分，“利奇马”
正式登陆温岭城南镇，抗击台风的
战斗打响了。

仙居队出队、嵊州队出队、奉
化队出队、新昌队出队、东阳队出
队、富阳队出队、永康队出队……一
支支红十字救援队迅速从备勤转为
出队状态，一辆辆冲锋舟、越野车向
灾情险情发生处无畏逆行。

被困人员转移、溺水者打捞
……求助电话不断，政府相关部门
指令也一个接一个下达。浙江省红
十字救援队队长群里，起初还能看
到队长们不时发几张现场照片，到
后来却基本消失了——任务越来越
多，已无暇顾及拍照汇报。

“刚回到救援队就接到求救电
话，整装出发。饿了一天还没来得
及吃晚饭就上车了，你们是最可爱
的人！”10 日晚 19 时 42 分，新昌县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丽英终于有
空发出第二条“朋友圈”。当天，新
昌红十字救援队在镜岭镇、澄谭镇

等受灾严重乡镇忙碌了整整一天，
救出多名受困群众。

10日晚20时，浙江省红十字会
下发的第一批救灾物资抵达磐安等
受灾地区。磐安县红十字会连夜组
织10名红十字志愿者装卸物资，并
于 11 日上午及时将物资发放到受
灾群众手中。

当晚，浙江省红十字会备灾救
灾中心加班加点，将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省红十字会发往省内温岭、仙
居、宁波、缙云、新昌等地的救灾物
资装运完毕，发往灾区。

“这里感觉很安全，悬着的心终
于安定下来了，感谢热心的你们！”
11 日中午 11 时 30 分，台州市黄岩
城关中学安置点，吃着志愿者送上
的热腾腾的肉丝面，受灾村民张先
生不住地表达谢意。

前一晚，因遭遇 80年一遇的特
大洪水，临海市永丰镇 300 余名受
灾群众被紧急安置在黄岩城关中
学。黄岩区红十字会连夜通过微信
群等方式招募志愿者，为受灾群众
搭建临时床铺，提供开水、面包、方
便面等食物。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理应互相
帮忙。”面对一声声感谢，红十字志
愿者李银花说，“我们就是做好服务
工作，让受灾群众在黄岩住得安
心。”

台风袭浙！红十字在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抗击超强台风“利奇马”侧记

■ 记者 杨振宇

一个生命逝去，数个生命重生。
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一个个每天
都在发生的奇迹——人体器官捐
献，让衰颓的生命重新蓬勃。

“参与、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
截至 2019 年 7 月 14 日，全国已有
1405857 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累
计实现捐献 24702 例，捐献器官
70539个。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关于生命
与希望的温暖故事。

捐献者：我终将离去，但大爱不朽

“把爱给你，千万个爱来到我心
里/把爱给你，爱的翅膀飞过千万
里/把爱给你，找到生命的意义/奉
献，才是快乐的开始。”

2019 年 5 月 12 日，广东深圳，
姚峰含泪朗诵女儿姚贝娜原唱的公

益歌曲《把爱给你》，父女俩通过屏
幕隔空合唱，催人泪下。人们不由
再次想起那个善良、爱笑、爱唱歌的
年轻女孩。

2015年 1月 16日，歌手姚贝娜
因病去世，弥留之际提出，把遗体和
眼角膜捐献出去，以其坚强和善良
谱写了生命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乐
章。姚贝娜的大爱之举为4名患者
带去光明。

活着，敢奋斗、有尊严、有希望；
离开，很静美、有温度、有印记——
这是千千万万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心
声。

近年来，在中国红十字会积极
参与、大力推动下，“器官捐献”已不
再是陌生话题，这项“让生命接力前
行”的事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认可。

2019 年 3 月，山东省莱州市粮
建小区迟宗琳一家5口来到市红十
字会，签订《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书》，自愿在去世后捐献全部器官。
迟宗琳一家的爱心行为，在莱州掀
起了一股文明之风。

5 月 21 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
市淳口镇高田村，88位村民做了一
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决定——集
体签署志愿书，在去世后捐献遗体
器官。

“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如果能
救别人，何乐不为？”56岁的高田村
村民朱际葵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
妻子周世贵和儿子朱涛也在一旁填
表，签下遗体器官自愿捐献协议。

8月6日，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
完秀寺僧人仁欠本来到省红十字
会，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这是青海省首位宗教界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

仁欠本今年 26 岁，家境贫寒，
自幼出家为僧。父母从小教育他要
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他说：“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是
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2016年 9月 23日，13岁女孩果
果突发疾病离世，全家做出捐献孩
子有用器官的决定。两年后的5月
12日，果果的家人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一盘来自女儿器官接受
者的录音带。

“这让我坚信女儿还活着。”果
果妈妈说。如今，果果妈妈牵头成
立了一支红十字心理志愿服务队，
致力于为“器官捐献事业相关群体
的心理支持”，支持器官捐献事业，
关爱器官捐献协调员、捐献者家庭
以及相关群体。

从捐献者家属，到捐献志愿者，
再到器官捐献事业的推动者与传播
者。果果妈妈说：“女儿的捐献，让
我内心充满了能量和信心，我要做
有意义的事，我要成为女儿的骄傲，
我要让世界因为我而更加美好！”

（下转三版）

化作春泥更护花
——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掠影

本报讯 （宗洪）8月 8日，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根据山西洪涝灾
区需求，启动四级应急响应，从山
西省红十字会备灾仓库调拨赈济
家庭包500个，毛巾被2000条，单
帐篷 100顶，折叠床 100张，物资
价值共计40.54万元，用于支持当

地 红 十 字 会 开 展 灾 害 救 助 工
作。

据悉，山西洪涝灾害已导致
1 地 2 县 14 乡 4665 人受灾，1165
人紧急转移安置，因灾死亡5人，
倒损房屋 1032间，直接经济损失
达1亿元。

总会驰援山西洪涝灾区

本报讯 （宗红）8 月 8 日至 9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组分别召
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集体学习
会和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部署要求，在前期自学基础上
集中学习党章党规，重点对照党
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全面查找问题，从严整
改落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梁惠玲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央第 16指导组副组长张伯
里、组员詹琳到会指导。党组成
员、副会长王海京、王汝鹏，党组成
员、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党组成
员、副会长尹德明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对标对表中央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
规找差距的工作方案》有关要求，
党组全体成员集体认真学习了党
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制度。
在深入学习研讨的基础上，党组成

员认真对照党章党规，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紧扣中央提出的“18 个是否”，逐
条逐项对照检查讲清楚，逐一发言
进行检视分析，并相互进行了点评
提醒。

张伯里对总会党组采取集体
学习和专题会议方式进行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的作法予以肯定，指
出总会党组学习认真、思考认真、
自我检查认真、点评提醒认真。他
要求下一步要持续深入学习对照
找差距，并与专项整治、民主生活
会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持续地把自
我对照检查与“咬耳扯袖、提醒警
醒”结合起来。

梁惠玲在总结讲话中提出四
点要求，一是在主题教育中，要放
下思想包袱，敞开心扉，以一颗诚
心对待检视问题。二是要全面对
照、系统梳理，找准找实存在的问
题。三是即知即改、不等不拖，要
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四是发
挥示范作用，以上率下，开好各党
支部的专题会议，把总会各级党组
织的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工作落
到实处。

总会党组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

本报讯（红基）8月7日，中国
红十字会援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阿斯哈图石阵、满洲里中俄边
境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签约。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共有 5
家 5A旅游景区，目前已建成阿尔
山·柴河旅游景区、鄂尔多斯成吉
思汗陵旅游区景区红十字救护
站。本次立项援建3家，其中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援建2家，内蒙古自

治区红十字会自筹自建 1 家。至
此，内蒙古自治区实现 5A景区红
十字救护站项目全覆盖。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是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倡导下，由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全国红十字
系统实施的公共场所应急救护项
目。2011 年以来，全国共建成旅
游景区红十字救护站184所，服务
游客超过8000万人次。

本报讯（闽红）8月8日，由福
建省红十字会、省卫生健康委、省
总工会联合主办，省直机关工会
工委协办的第四届福建省红十字
应急救护大赛在福建会堂举办。
来自全省各设区市10支红十字会
代表队参加比赛，厦门市红十字
会代表队获得团体总分一等奖，
厦门市红十字会代表队选手郑熠
获得个人总分一等奖。

本届大赛以“守护生命、‘救’
在身边”为主题，分理论知识考试、
心肺复苏、左前臂出血包扎、模拟
场景演练、救护演讲等五个环节进
行。比赛中，各代表队以饱满的热
情、良好的道德风貌、严肃认真的

态度和敢于争先的精神，积极投身
于各项赛事，很好地展现了红十字
救护员过硬的心理素质、娴熟精湛
的救护技能、充满人文关爱和奋勇
拼搏的精神风貌。

据悉，取得本届大赛个人奖项
一等奖的参赛选手，根据综合考评，
按程序拟向省总工会申报“福建省
五一劳动奖章”；队员个人总成绩第
一至第五名按程序拟向省总工会申
报“福建省金牌工人”荣誉称号；个
人总成绩前五名中的女选手按程序
拟向省总工会申报“福建省五一巾
帼标兵”。团体一等奖并符合申报
条件的单位，按程序拟向省总工会
申报“福建省工人（五一）先锋号”。

第四届福建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举办
一等奖获得者拟按程序申报“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

内蒙古实现5A级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全覆盖

砥砺奋进的五年

本报讯 （宗红）为落实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委《关于开展“根在
基层”2019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青
年干部调研实践活动的通知》有
关要求，共青团中国红十字会委
员会于8月5日至9日组织总会机
关和直属单位 6 名青年干部赴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 2019 年“根
在基层”调研实践活动，全程参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组织
的“我和亲戚逛首府，感受祖国大
变化”融情联谊活动，对自治区红
十字会开展的“民族团结一家亲”
活动、助力精准扶贫脱贫工作进
行实地调研。

五天的活动中，调研团的行
程充实、紧贴基层实际，团员们收
获颇丰，对基层工作的现状和困
难有了全面感知，实现了“接地
气”“访实情”的调研目标。调研
期间，总会青年干部与自治区红
十字会领导、干部围绕“民族团结
一家亲”活动召开座谈会进行座
谈交流，与克州阿合奇县哈拉奇

乡阿合奇村 27 名柯尔克孜族亲
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
的结亲干部一起，走访新疆塞外
银羚种羊场、新疆自治区红十字
会、新疆妇女干部学校、乌鲁木齐
国际大巴扎，共同学习规模化畜
牧养殖技术，观摩学习面包烤制
和化妆技术，一起探索“授人以
渔”的精准扶贫脱贫新路径。

本次调研活动受到总会机关
党委高度重视，要求把此次调研作
为了解“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和
少数民族地区红十字会助力精准
扶贫脱贫工作的宝贵契机和锻炼
青年干部的重要途径。调研期间，
调研团全体成员发扬团结协作的
团队精神，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
掌握基层实际情况，严格遵守各项
纪律要求，身体力行地展示中央国
家机关青年干部的良好形象。来
自不同部门、领域的青年同志在广
阔天地中拓展了基层视野，在调研
实践中培养了优良作风，在生活学
习中结下了深情厚谊。

共青团中国红十字会团委赴新疆
开展2019年“根在基层”青年调研实践活动

浙江省红十字（仙居）应急搜救队转移被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