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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红十字志愿者基层红会信息

阜新召开“99公益日”培训会
本报讯（阜红）8月19日，辽

宁省阜新市红十字会召开全市红
十字系统“99公益日”宣传推广、
系统操作培训会。会议围绕“99
公益日”活动起源、项目设计、项
目实操、项目推广等主题进行梳
理和讲解，为学员指明方向、传授
方法。

朔州组织防疫消杀行动
本报讯 （朔红）自 8月 24日

起，山西省朔州市红十字会召集
志愿者团队开始为期一周的校园
防疫消杀工作。红十字会全体工
作人员及志愿者分别走进了朔州
市第四中学校、朔州市第四小学
校及朔城区一中等开展地毯式防
疫消杀。

信阳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信红）8月17日，河

南省信阳市红十字会全体党员深
入鲍氏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党
旗红，携手同行战疫情”暨主题党
日活动，为社区送去酒精和消毒
液、口罩等防疫物资，并走访慰问
防疫一线社区工作人员。

白山募集并投放爱心救生圈
本报讯 （白红）近日，吉林

省白山市红十字会联合市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通过白山市电视台、
白山发布、白山在线、红十字会和
蓝天救援队公众号面向全社会发
起“爱心救生圈”募捐活动。活动
已筹集近70个爱心救生圈，并在
浑江区浑江两岸投放安装第一批
救生圈。

昆山关爱环卫工人送清凉
本报讯 （颜丹丹）近日，江

苏省昆山市红十字会开展“夏送
清凉”活动，为城区、昆山开发区、
昆山高新区的 72 个环卫岗亭送
区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慰问品，
为一线环卫工人安全度过暑期高
温作业提供保障。

兰溪为高一新生救护培训
本报讯 （冯冶凌）8 月 24 日

晚，浙江省兰溪市红十字会组织
救护培训师资来到游埠中学操
场，为正在军训的 500 余名高一
新生送去“开学第一课”——应急
救护培训。

平度启动爱心助学活动
本报讯 （平红）近日，山东

省平度市红十字会联合平度市教
体局发起“爱心助学，圆梦大学”
活动。活动计划救助 20 名贫困
学生，每人资助5000元助学金。

东营区救护员培训进中学
本报讯 （谢玉）8月 21日至

22日，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
提下，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
字会在胜利一中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红十字救在身边”应急救
护培训，为新入职老师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共28名教师参加培训。

洞头区爱心企业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讯 （蔡淑娟）近日，爱

心企业浙江固德医药有限公司向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红十字会捐
赠消毒液、消毒凝胶等防疫物资
共5种42964件，价值19.63万元。

泰州麒麟湾成立红十字救护站
本报讯（胡肖露）8月24日，

江苏省泰州市麒麟湾景区红十字
救护站落成启用。救护站内配备
了急救箱、担架、药品等急救用品
及救护宣传材料，全面提升景区
应急救护能力。

丰县开展“博爱助学”活动
本报讯（李明响）8月24日，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红十字会在刘
土楼村博爱家园开展“博爱助学”
活动，向 2 名特困家庭大一新生
发放“博爱助学”救助金4000元。

乌前旗联合爱心企业开展公益项目
本报讯 （乌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红十字会联合妇联及爱心企业开
展“博爱情暖、婚纱摄影进百村”
公益活动，。活动将免费为全旗
千余对老人拍摄婚纱纪念照并赠
送照片，圆老人们的美丽婚纱梦。

宁陕为受灾群众发放物资
本报讯 （祝松）8 月 21 日至

22日，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范围
内普降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县
红十字会迅速反应，安排部署灾
情救助工作，第一时间通过“互联
网+红十字会”信息化平台上报
灾情及救助需求。目前，第一批
价值2万余元的救灾物资已运抵
宁陕县并发放至受灾群众手中。

■ 记者 李颀

“起初，家里人觉得我在闹着玩
儿。直到有一天，我用急救技能救
了我的小侄女。”回忆起刚刚筹办救
援队时的情景，周嘉宇顿了几秒，然
后笑说：“从那以后，他们就相信我
做的事有意义了。”

2013年，江西省南昌市红十雄
鹰救援队成立，周嘉宇担任队长。
一天，周嘉宇在家写材料，正在客厅
玩闹的小侄女不慎吞入一颗果冻，
霎时脸色苍白、嘴唇青紫。听到家
人的呼喊，周嘉宇立即上前用背部
拍击法施救，及时挽救了小侄女。
从那时起，家人对于他筹建救援队
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如今，雄鹰救援队已经走过 8
个年头，周嘉宇带领百余名队员数
次参加省内外救援行动，积极担当
红十字人的责任与使命。

“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

周嘉宇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
者。工作之余，他热心公益，经常借
助自身专业技能参加急救、救援行
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周嘉
宇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地震救援行
动，那次救援经历，让他萌生了成立
一支专业救援队伍的想法。

没过多久，周嘉宇就和几名热
心人士组成救援队，他们的第一次
任务是救一只小猫。

“当时接到小动物保护协会的

电话，称有一只小猫掉进窨井内。”
谈及这次救援行动，周嘉宇记忆犹
新：“我们到现场后，想了一个办法，
在安全帽内装上猫粮，用绳子放下
去，待小猫跳进帽内，由队员拎上
来。”

救援队成立后，类似的救援行
动发生了许多次，渐渐得到了南昌
市红十字会的关注和支持。2013
年，南昌市红十字会正式批复成立
了“雄鹰应急救援队”。

“取名‘雄鹰’是与南昌市英雄
城的美名呼应。我们希望队伍能够
像雄鹰一样飞向需要帮助的地方。”
对于周嘉宇来说，“雄鹰救援队”的
成立，也意味着向打造“专业化、现
代化”救援力量的目标迈出一大步。

2014年，雄鹰救援队正式纳入
南昌市政府应急救援体系，进一步
发挥公益救援队伍的作用。救援队
成立以来，吸引了许多来自广东、湖
南等周边省份的志愿者，他们当中，
有医生、电力公司职员、学生……队
伍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有 130 余
名队员。

近年来，周嘉宇经常带领队员
组织开展突发事件救援行动、红十
字救护知识普及和培训、大型会议
赛事保障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并
长期为社会各类群体提供应急救
援、医疗保障服务，定期带领队员进
学校、进社区、进机关，开展急救知
识的普及和防溺水教育，每年受益
人数超3万人次。

2019 年 2 月，南昌市梅岭景区
因地温过低路面结冰，一对夫妇携
带一名婴儿下山受阻。接到求助电
话后，雄鹰救援队随即派出救援人
员赶往现场。“道路结冰严重，其他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回忆起救援场
景，周嘉宇仍心有余悸：“我们靠绳
索和车辆固定前行了三五公里，车
辆几次都差点掉进悬崖、深沟里。
几个小时后，救援队员成功搜寻到
了受困人员，对伤员伤口进行消毒
处理后，将受困人员往山下转移。”

虽然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救援行
动，但在周嘉宇的行动准则里，安
全、及时、专业才是最关键的要求，
他一直告诫队员：“我们有多大的能
力就做多大的事。你能救，别人也
能救。你做到了，说明你在对的时
间做了对的事情，不要过分关注外
界的赞誉和评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周
嘉宇带领团队坚守抗疫一线，驻扎
在高速卡点，为来往车辆做检测，排
查人员1.2万余人次，在卡点服务长
达 1200个小时。同时，救援队还承
担起发放防疫物资、组织防疫消杀
的任务。

截至目前，周嘉宇个人累计服
务时间达 13000 余小时，其团队参
与各类活动的人数达 5000余人次，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他们在床单上写着‘谢谢你们’”

从事应急救援以来，周嘉宇和

队员们曾数次直面险境。
2018 年 8 月，广东持续强降雨

导致省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
汕头、惠州两地受灾严重。收到支
援请求后，雄鹰救援队立即连夜赶
赴惠东开展救援行动。

“当时共出动了 20 名队员，救
援车辆 7辆、救援冲锋舟 2艘，还有
无人机、艇尾机、专业水上头盔、救
生衣、救生圈、大型急救箱等设
备。”周嘉宇回忆，因受灾村庄大面
积被淹，队员不清楚水中情况，驾
驶冲锋舟十分危险，“街道的栏杆
都淹在水里，冲锋舟一不小心就会
被划破”。

暗流下潜藏危险，但前方有一
个个等待救援的村民。周嘉宇带领
队员驾驶冲锋舟一趟趟来回运送物
资、转移群众。

惠东救援任务结束没多久，周
嘉宇收到超强台风“山竹”登陆广东
的消息，他又紧急召集队员重返广
东。

每一次行动，救援队都会迅速
准备好专业救援设备，要带多少艘
冲锋舟、多少件救生衣，队员们心里
都有数，“因为我们一直很清楚，指
令一响就要启程，救援需要争分夺
秒”。

虽然行动中会遇到危险，但更
多时候，周嘉宇和队员们记住的都
是感动的瞬间。在广东救灾时，一
名村民在洪水中拉起一张床单，上
面写着“谢谢你们”。那一刻，周嘉

宇内心的担忧都释然了：“我们没有
做多了不起的事，但总有人为我们
加油鼓劲，这一切就值得。”

2021年 7月 21日，河南洪灾发
生后，周嘉宇立即向应急管理部门
请战前往河南。他带领 5 名队员，
出动 2辆抢险救援车、3艘冲锋舟，
带上抽水泵、破拆等设备，驱车 800
余里于7月22日凌晨4时抵达郑州
中牟县，当即开展救援工作。

期间，周嘉宇带领队员辗转新
乡牧野、卫辉、获嘉等地，转运群众
和物资97次，转移受灾群众近2000
人，几乎每天都要和队员们作战到
晚上，双腿被水泡得发白。发现受
困群众缺乏食物和饮用水，他和队
员们把自己带来的食物和水分给当
地受灾群众。

“我们返程的时候，老百姓只要
看到是救援车辆撤离，都会自发的
竖大拇指，然后挥手，感觉心里特别
暖，觉得我们做的事得到了老百姓
的认可。”周嘉宇说。

参与救援志愿服务这些年来，
周嘉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和队员。
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小
到队员着装，大到业务培训，全方面
提升救援队专业水平和形象，让红
十字精神深入人心。

“公益事业就是我每天要做的
事，不是等到将来有机会再做。我
的快乐来自于帮助他人、奉献社
会。”周嘉宇说。

“雄鹰”飞出英雄城
——记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队长周嘉宇

8月20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实验小学组织开展校园封闭式全面
消杀作业，市红十字救援队受邀参与此项活动。救援队派出10余名骨干
队员走进该校对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宿舍、卫生间、廊道楼梯等区域进
行全方位、无缝隙、无死角消毒，为新学期开学做充分准备。 （周方玲）

校园消杀迎开学

本报讯 （锡红）自 7 月下旬河
南等地持续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以
来，江苏无锡市红十字会迅速启动
响应机制，开展社会募捐行动。市
红十字会第一时间通过“两微一端”
对外公布募救热线，建立信息日报
告、24小时值班值守及市和市（县）
区两级红十字会联络机制，全力做
好捐赠人服务保障工作。

无锡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先捐
献爱心善款，市委办、市政府办、市
委政法委、市级机关工委、市发改
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
等机关部门，无锡一米网络有限公
司、江苏富源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川冶商贸有限公司、“无锡日行
一善”等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纷纷

响应，社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其
中，爱心人士吴文钦捐款10万元。

截至 8月 13日，无锡市红十字
会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价值合计
1300.56 万元。市红十字会主动服
务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设立网上荣
誉墙，在线颁发电子捐赠证书，及时
出具捐赠票据。按照“日结日清”的
要求，确保捐赠资金安全无误。按
照“公开透明”的要求，及时将社会
捐赠款物收支情况在网站和微信平
台进行点对点公示。截至目前，直
接救助或统一拨付给河南受灾群众
1178.74万元。

无锡市红十字会全面落实《关
于提供临时帮扶救助的通告》等有
关文件精神，按照属地救助、分级救

助的原则，制定《关于对河南等地受
灾地区在锡人员开展应急救助的通
知》，组织市、市（县）区两级红十字
会及时对河南受灾地区在锡员工、
在锡学生实施临时应急救助，突出
救急救难，做到应救尽救。截至 8
月13日，受理申请并救助258人。

救灾期间，市红十字会还加强
备灾救灾物资储备，配备救生艇 5
艘、家庭箱 200个、救灾帐篷 34顶、
救生衣 50套、分体式雨衣 50套、安
全帽50顶，以及手套、铁丝、水桶等
救灾器材若干，组织38名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队员开展抗洪搜救训练，
做好随时奔赴灾区参与救援的准
备。

众志成城战灾情
无锡市红十字系统为河南抗洪救灾捐赠达1300万元

本报讯（江笑笑）8月19日，江
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召开“99公益
日”项目筹资工作推进会，逐一讨论
每个项目的筹资目标确定、项目宣
推方法和目标实现方案，其中重点
讨 论 南 京 市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众筹项目。项目拟以居民
小区众筹的方式，实现 100 个小区
安装100台AED的目标。

2021年“99公益日”，南京市区

两级红十字会策划上线 15 个筹资
项目，分别归属省红十字会“博爱光
明行“博爱青春”“救在身边”“博爱
家园”4个母项目之下。

这 15个项目将引导市、区两级
红十字会探索筹资工作网络化、项
目化、品牌化、市场化的新模式，增
强全市红十字系统动员社会力量、
拓展筹资广度和深度的能力，进一
步推动人道资源动员工作上新台

阶。
下一步，南京市红十字会将通

过线下政策文件引导、爱心企业发
动和个人微信宣推等方法推动“99
公益日”各项目的完成，同时利用

“99公益日”活动的契机，对现有公
益资源进行梳理，建立红十字会公
共资源数据库，通过爱心企业的互
动互助，提高企业的粘合度。

南京红会召开“99公益日”项目筹资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靖红）8月23日，江
苏省靖江市红十字会公示第6批
护佑生命基金拟救助对象。拟救
助对象共 5 人，拟救助金 2.8 万
元。救助对象中年龄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36岁。其中血液病患
者4人、罕见病患者1人。

2020 年 8 月，为提高救助针
对性，靖江市红十字会在充分调
研论证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
上，修订了《靖江市红十字护佑生
命基金管理办法（试行）》。2021

年 4月 12日，为进一步加大人道救
助力度，市红十字会综合考虑护佑
生命基金的资金使用进度和结余情
况，将罕见病纳入基金救助病种，纳
入救助范围的病种是《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第一批罕见病
目录的通知》收录的 121 个病种。
截至目前，基金共救助罕见病患者
27人次，支出 9.9万元，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

靖江红会公示护佑生命基金救助对象

本报讯 （邵青青）8 月 21 日
至22日，由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红十字会、黄岩区总工会联合举
办2021年红十字应急救护竞赛。

本次技能竞赛主题为“关爱
生命‘救’在身边”，共有20名选
手参赛，分别角逐心肺复苏和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使用、创伤救
护等比赛项目。

下一步，黄岩区红十字会将进一
步加强应急救护师资队伍建设，着力
提升现有持证救护员的能力素质，并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广泛深入开展普及性和救护员培训。

黄岩区红会举办应急救护竞赛

本报讯（嵊红）8月15日晚，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省绍兴
市嵊州市贵门乡境内多条河流水
位暴涨，数个村庄出现积水、内涝
现象。

为防止灾后疫病发生和传
播，21 日至 22 日，嵊州市红十字
会组织应急救援队到贵门乡开展

消杀工作，保障受灾区域及安置场
所的公共卫生安全。

救援队组成以党员队员为核心
的红十字消杀志愿服务队，20余名
队员分批分组深入贵门乡大邱岩、
汉溪、岭根、丁家店、考溪坞、下英
山、小溪湾、周村进行防疫消杀。

嵊州红十字救援队助力洪涝后消杀工作

（上接一版）

“因为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
存在，布国人民特别安心，在布华
侨特别舒心，组织上非常放心。”
第三批援布基纳法索医疗队队长
王洪波说。

交流合作：传播中华文化

在开展疫情防控、医疗服务
的同时，医疗队发挥红十字会民
间外交重要渠道作用，利用自身
优势，广泛参与两国医疗卫生交
流合作项目。

积极参加国家卫健委公共卫
生考察团、上海市政府医疗卫生
访问团、博博迪乌拉索援建医院
专家组、援布新冠肺炎医疗专家
组等医疗卫生领域交流访问活
动。先后两次配合温州医科大学

“光明行”医疗队在唐加多戈医院
开展超声乳化白内障复明手术，
为其提供语言翻译、后勤保障、活
动组织等服务，帮助 415 名当地
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通过一系列交流访问工作，
医疗队与布基纳法索红十字会、
治盲中心、卫生应急反应中心、

WHO 驻布基纳法索办事处、海伦
凯勒基金会等近 20 个部门和组织
建立工作联系，进一步加深了与布
国医疗卫生系统合作。

在中国驻布大使馆李健大使帮
助协调下，联合唐加多戈医院成立
中医针灸门诊，先后为布国国民议
会议长、执政党党魁、前总统、大公
主、各部委部长、各国使节等高层人
士提供中医药诊疗服务，支援外交
战线工作，彰显了大国医风和中医
传统医学魅力，受到广泛好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医疗队
在当地人士的帮助下，经常利用周
末时间带着食品、点心和药品，走进
偏远乡村，走访当地村民，了解其医
疗所需、所急和所盼，同时给他们讲
解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架起中华文
化传播的桥梁。

“一次次走访、一声声问候、一
份份祝福，让当地群众认识了山东
援外医疗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使布国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国人是帮
助他们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进
一步夯实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民心
基础。”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李全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