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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上接一版）
近期，国内陆续出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发
生新冠肺炎交叉感染。8月3日，岭
俊应急救援中心 5 名队员组成“红
十字消杀志愿服务突击队”进入郑
州六院开展防疫消杀，4日第二批6
名队员也进入院区在院内污染区进
行防疫消杀。10 日，“红十字消杀
志愿服务突击队”进入郑州岐伯山
医院开展防疫消杀工作，该院为郑
州新冠患者定点收治医院。

灾后重建：守护爱与希望

河南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
害导致当地医疗机构损失严重，大
量救护车被水浸泡，受损严重，患者
急救、群众就医转运遭遇困难。中
国红基会迅速行动，按计划向河南
捐赠100辆应急救护车、5辆应急送
血车、2 辆卫生防疫车以及车载医
疗设备，总价值3595万元。

7月 27日，首批 10辆救护车运
抵新乡；28日，第二批 10辆救护车
运抵鹤壁，15 辆救护车运抵焦作；
30 日，第三批 30 辆救护车运抵郑
州；8月 4日，第四批 35辆救护车运
抵郑州。至此，100 辆救护车均已
就位，被陆续配发至受灾地区一线
的急救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助力
当地复工复医，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此外，根据阜外华中心血管病
医院支援请求，经灾情评估，中国红
基会向其捐赠价值 3000 万元的应

急医疗设备。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
助下，该院已于8月3日复工复医。

中国红基会救灾工作组在新
乡、鹤壁调研灾情发现，强降雨导致
很多学校受损严重，大部分教学楼
墙体、外部围墙等均有不同程度的
损毁，教室电子设备全部被洪水浸
泡无法继续使用，桌椅等物资也遭
到严重破坏。

为帮助受灾学校如期开学，中
国红基会联合爱心企业等捐赠
1500万元支持新乡20所受灾学校、
鹤壁市浚县 19 所受灾学校灾后重
建，开展校园清淤、房屋清理、防疫
消杀、物资配置及校园设施修缮等，
援建博爱校医室、未来教室、红十字
书库等设施，助力师生复工复学。

接下来，中国红基会还将在河
南受灾地区援建博爱卫生院（站）、
博爱校医室、红十字书库、未来教
室，开展卫生健康、应急救护培训和
课程等，助力当地风雨过后重建家
园。

高效透明：及时落实每份爱心善意

风雨面前，携手同行。在应急
救援、赈济安置、灾后重建等各个阶
段，社会各界迅速响应，捐款捐物，
携手中国红基会支援河南。

美团公益基金会捐赠1亿元人
民币设立“美团援豫防汛救灾项
目”、北京滴滴公益基金会捐赠 1.1
亿余元人民币设立“滴滴应急救援
项目”……截至 8 月 10 日 17 时，中

国红基会接受用于河南省防汛救灾
社会捐赠款物 40003.77 万元，包括
资 金 36525.67 万 元 ，物 资 价 值
3478.10万元。其中，联合支付宝公
益、腾讯公益等互联网平台发起众
筹项目，为河南防汛救灾筹集善款
逾 6730万元，超过 184万人次网友
参与捐赠，创中国红基会众筹历史
新高，筹款结构实现新突破。所接
受的捐赠资金和物资按照防汛救灾
需要及捐赠方意愿安排使用。

接受资金36525.67万元，用于采
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物资及开
展人道救助项目2882.71万元；用于
支持援豫救援队工作经费2774.02万
元；用于紧急救援物资采购、存储、运
输4000.72万元；用于采购救护车及
医疗设备支持受损医疗机构6944.08
万元；用于采购防疫消杀用品及组织
防疫消杀4497.57万元；用于基层基
础卫生服务设施恢复重建、社区防灾
减灾、公共卫生服务及公共安全项目
13851.28万元，用于中小学校恢复重
建1575.29万元。

接受物资价值3478.10万元，已
发放至河南郑州、新乡、登封、巩义、
洛阳、开封等受灾地区用于紧急救
援和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

同时，中国红基会全力推进捐
赠款物执行，强化信息公开力度，在
官网、官方公众号发布捐赠信息和
防汛救灾进展，聘请第三方机构开
展专项审计，保障每一份爱心善意
及时得到落实。

南京向抗疫一线人员捐赠爱心包
本报讯（江笑笑）8月10日，

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为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送去 2000
个红十字“天使爱心包”，表达对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关心和爱
护。

玉溪申报救助贫困患儿通过评审
本报讯 （玉红）近日，由云

南省玉溪市红十字会审核上报
“小天使”基金拟定救助的 11 名
贫困患儿资料经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审核通过，每人获得 3 万元的
救助，将共计获得救助 33 万元。
其中红塔区 3人，江川区 3人，峨
山县 1 人，易门县 1 人，新平县 3
人。

廊坊首个社区志愿服务站挂牌
本报讯 （廊红）8 月 13 日上

午，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解放道
办事处宏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
十字志愿服务站揭牌仪式在宏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下一
步，在做好助力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志愿服务的同时，廊坊市红十
字会将以此红十字志愿服务站为
平台，有序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规范志愿服务管理，弘
扬志愿服务风尚。

鄂尔多斯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鄂红）8月11日，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
召开 2021年度重点工作推进会，
总结了上半年全市红十字会重点
工作，安排部署当前及今后一个
阶段红十字事业重点工作任务，
对进一步做好各项重点工作进行
了再安排、再部署。

义乌成立红十字会消防公益基金
本报讯 （义红）近日，浙江

省义乌市红十字会与市消防救援
支队联合成立“义乌市红十字会
消防公益基金”。基金启动资金
200 万元，主要用于救助资助身
患重病、家庭困难或因战、因公牺
牲、致重伤或致残的消防救援人
员及家属。

浦口区送急救包到一线
本报讯（何勇）8月12日，江

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红十字会将价
值 1万余元的 220个应急救护包
送到老山林场疫情指挥部，为基
层“战疫”工作提供保障。

海曙区为消防救援站捐赠AED
本报讯 （甬红）8 月 10 日上

午，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红十字
会向区消防救援大队捐赠5台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分别安放
在南门、天一、鄞奉路、古林、鄞江
5 个消防救援站。捐赠仪式上，
海曙区红十字救护师资利用模拟
教学设备，对消防员进行了AED
使用教学培训。

当阳组织志愿者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当红）8月 8日，湖

北省当阳市红十字会组织市红十
字义务就诊志愿服务队到半月镇
卫生院为辖区居民开展义诊活
动。志愿者为居民免费体检、测
量血压、血糖并进行健康教育宣
传，发放了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
胞捐献及健康教育等宣传资料。

平遥家访贫困大学生家庭
本报讯 （平红）8月 9日，山

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红十字会对全
县需要资助的多名考取大学的贫
困学生家庭情况开展走访调查，
对申请救助的贫困学生家庭情况
逐一进行深入了解和核实，向他
们介绍 2021 年晋中市红十字会
捐资助学的详细情况，鼓励贫困
学生增强求学信心，树立远大理
想，努力学习，实现人生价值。

南城志愿者奋战疫情第一线
本报讯 （余琳娜）近日，江

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组织
红十字志愿者迅速投入到疫情防
控一线，带头做好宣传和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协助开展疫苗接种、
高速火车站卡口执勤、帮助乡镇
部门搭建帐篷等志愿服务工作，
以实际行动打响疫情防控阻击
战。

蒲江开展拥军事业发展基金路演
本报讯 （蒲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蒲江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县红十字会联合举办了“凝心
聚力、汇爱相助”四川省红十字基
金会成都市拥军事业发展基金路
演活动。

活动呼吁全县各级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
与退役军人关爱援助事业，进一
步扩大专项基金影响力。

■ 屠丽敏

7 月 25 日晚 7 时许，因连日暴
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虹
赤村徐樟线突发山体滑坡，大兆村
14位村民被困家中，其中包括90岁
老人和儿童。区公安分局、区消防
大队、富阳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
连夜集结，冒雨转移被困群众。截
至当晚 11 时 30 分，14 位村民均被
安全转移至安置点。

同时，经现场指挥部研判，人
员转移范围扩大至大兆村全村，
188位村民全部被转移到安置点。

深夜集结，翻山救援

险情发生后，富阳区委书记吴
玉凤第一时间率工作组到达现场，
询问救援工作方案，详细了解工作
进展情况。当得知滑坡点位附近
有14位群众需要转移，她立即牵头

制定了紧急转移方案，要求以最快
速度把群众一个不落地安全转移出
来，同时救援人员要注意自身安全。

当晚 8 时许，正在备勤的富阳
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接到指令
后，3个梯队共 45 名队员带着山地
绳、卷式担架、撬棍、扩张剪等专业
山地救援设备，迅速出发奔赴滑坡
现场。

由于山体滑坡将大兆村最里面
5户家庭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路阻
断，队员要进山，只能绕过塌方点，
从山上走。经过现场风险评估，救
援队员决定，徒步上山开展救援工
作。

“我们有最专业的设备和队员，
可以保证安全。”出发前，大队长陈
剑明如此保证。

当晚 10 时，暴雨还在继续，由
富阳红十字狼群救援队与其他救援
队、村镇干部及 20名特警队员组成

的联合救援队，穿上雨衣，带上救援
设备，冒雨上山。

虹赤村 3 名热心村民俞杭伟、
俞水平和俞安平，在救援队到来之
前先行进山探路，为后续转移节省
了宝贵时间。

一个不落都安全

“你们来啦！”看到救援队大部
队到达，大兆村被困村民们就像看
到救星一样，兴奋地喊道。

灾情发生后，村民自发集中到
了相对安全的位置。其中一位 90
岁的老太太长期卧床、行动不便，区
红十字狼群救援队员将老人抬上担
架，小心翼翼盖好被子，副队长叶小
明还将自己的雨衣脱下，盖在老人
身上。

“阿婆，我们要出发了，你放心，
一定会把你安全转移出去的。”队员
们凑到老人耳边一起安慰，大家协

力抬起担架出发了。
“最难的是将老人从陡坡上抬

下来。”陈剑明介绍，当时为了尽量
减少老人的颠簸，他们前后左右共
有六七名队员护住老人，每一步都
走得很小心，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谨
慎。在救援人员的接力下，老人被
安全地抬到山下。

在这些村民中，有2个孩子，一
个6岁，另一个更小。“我看到他时，
他全身湿透，但很勇敢，没有哭。”把
6 岁孩子抱出来的救援队员陈杰
说，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他没有和
孩子多交流，一把就抱起了他，孩子
冷得浑身发抖。

“没事的，没事的，很快就出去
了。”陈杰一边安慰他，一边小心翼
翼地趟过充满未知危险的山路，将
孩子交到特警队员手中，立即转身
又去接应其他被困人员。

救援队护送村民下山过程中，

消防队员赶到了，两支队伍在半山
腰相遇。近百名救援人员搭起了长
长的人梯，将被困人员一个一个往
山下送。在水流湍急处，救援人员
用竹子、木板等建起临时独木桥，扶
着被困人员安全通过；在山路陡峭
处，救援人员先将安全绳固定在树
上，让村民挨个拉着绳子往下走。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晚上11时
30分许，14位村民被安全转移。

“被困的时候看到山体滑坡，路
都被封了，心里比较紧张，后来看到
救援队来了，一下子就看到了希望。
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天那么黑，
路又不好走，非常感谢他们，冒着这
么大的雨、这么大的风来救我们。”
到达安全位置后，村民俞苏华感动
地说。

26 日凌晨 2 时，大兆村全部村
民转移完毕，共188人。

看到救援队就看到了希望
——浙江富阳红十字狼群应急救援队连夜转移受灾村民侧记

8月8日，安徽省宿州市红十字救援队21名队员进行水上救援训练。
根据训练方案，队员开展了水上动力艇驾驶、水域搜救、翻船自救、救灾帐
篷搭建及各项体能训练。 （李航）

不惧高温练为战

白银：将学党史的热情转化
为工作的动力

8 月 11 日下午，甘肃省白银
市红十字会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组织生活会。会议报告上半
年党支部工作开展情况及党史学
习教育情况，通报了党支部检视
问题情况和整改措施。随后，支
部党员分享了学习收获和感悟，
并检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
距，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
了下一步整改措施。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要以此
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为新的起点，
深入学习党章党规，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将党史学习教育
的巨大热情转化为工作的强大动
力，以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开创
白银市红十字工作的新篇章。

嘉兴：交流体会、查找差距、
锤炼党性

8 月 12 日上午，浙江省嘉兴
市红十字会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交流
体会、查找差距、锤炼党性。

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党支部
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党史学习
教育情况，盘点了党支部检视问
题情况，提出下一步整改方向和
措施。支部每位党员对照党史
学习教育目标要求，自身在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历史自觉、弘扬
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锤炼等方面
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结合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立足岗位、履
职尽责为群众办实事好事等情
况，逐一发言，讲学习体会、讲收

获提高、讲差距不足、作整改承诺，
严肃开展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共
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党性锻炼和
思想洗礼。

科尔沁区：明确努力方向和改
进措施

8 月 13 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科尔沁区红十字会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会议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组织党员
开展交流学习体会，查找差距不足，
深刻剖析原因，明确整改措施。

会上，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李
春龙首先代表党支部作对照检查，
并作个人检视剖析。随后，其他党
员围绕会议主题逐一发言作个人
剖析，严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并明确了努力方向和改进措
施。

和林县：围绕主题开展个人检
视剖析

8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红十字会党支部
严格按照程序步骤，落实环节任务，
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
会。

会议总结半年来党支部工作情
况特别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通报党支部委员会检视问题情况。
全体党员分别围绕主题开展了个人
检视剖析，查找在坚定理想信念、增
强历史自觉、弘扬优良传统、加强党
性锤炼、履责尽责方面的问题，明确
了下一步努力方向，并开展了相互
批评。

全国各级红十字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秦红）8 月 13 日下
午，河北省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工
作组走访慰问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韩兴博家属，并将 1 万元救助金
送到兴博父母的手中。

8月2日凌晨，来秦务工的辽

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 17 岁少年韩
兴博，在海港区西浴场勇救 3 名陷
入海沟的年轻女子，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市文明委决定追授他为秦皇
岛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本报讯 （东红）近日，广东
省东莞市红十字会作为第四届市
民运动会协办单位之一，全程为
运动会18项赛事保驾护航。

为了更好地提供赛事保障，
东莞市红十字会动员红十字救护
队40余名志愿者参与保障行动，
在每个比赛项目场地设置了红十
字应急救护保障点，准备了急救

箱、药品等应急救护物资，并安排专
人值守。当发现运动员出现身体不
适或意外受伤等情况，志愿者以最
快速度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本届市民运动会有 1万人次运
动员参加系列赛事，红十字救护队
累计处理伤情50余例，顺利完成运
动会应急救护保障工作。

本报讯 （钱荷芳）8 月 12 日
上午，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工
作组来到市环卫处，开展“红十字
送清凉”活动，将精心准备的八宝
粥、洗衣液、毛巾等清凉物资和一
次性口罩防疫物资送到坚守岗位
的环卫工人手中，为默默坚守一
线的环卫工人们送上最清凉的问

候。
近期，泰州市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了第八届“红十字送清凉”活动，
先后慰问环卫工人、农民搬运工、困
难群众等共计72人，发放慰问款物
3 万余元，用实际行动让群众充分
感受党委政府的关爱和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

秦皇岛红会慰问道德模范韩兴博家属

东莞红会为第四届市民运动会保驾护航

泰州红会开展红十字送清凉活动

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
雨，山东省平度市红十字会临时党
支部闻“汛”而动，立即组织动员红
十字救援中心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紧
急投入抗洪救灾行动。

“党员就要冲锋在前，实打实的
为群众服务！”7 月 22 日上午 8 时，
中心组织 10 名救援队员赶赴河南
省新乡市。到达目的地后，队员们
顾不上休息，立即点检装备，随时准

备投入一线救援。
救援队主要负责河南省新乡市

牧野区东马坊、西马坊、中马坊、寺
庄顶村、周村、陈堡村等6个村的救
援任务。连日来，该地降水量突破
900毫米，加上河水漫堤，村子顿成
一片汪洋。村里不但被困人员多，
而且状况差，有许多老人、孩子、病
患、乃至残疾人等，断水断电，通讯
失联，缺少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境

况十分危险。4 天里，队员们背过
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抬过卧病在
床的病人，抱过襁褓中刚刚出生的
婴儿……队伍里最小的队员20岁，
最大的 46岁。他们每天工作 16个
小时，奔波在搜救转运一线。

7 月 25 日，平度市红十字救援
中心完成任务平安归来，成功转运
解救受灾群众300余人。 （平红）

“党员就要冲锋在前”
山东省平度市红十字救援中心积极参与河南防汛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