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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十字人

西安开展廉政教育
本报讯 （西红）近日，陕西

省西安市红十字会组织党员干
部、红十字志愿者观看廉政教育
现代戏《芝兰花开》，大家纷纷表
示，要时刻提醒自己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清清白白做人，认认
真真做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努力做好红十字人道工作，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众。

碑林区开展扶贫工作
本报讯 （党琪）近日，陕西

省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来到蓝
田县辋川镇西河村白岩沟组，将
爱心企业捐赠的衣物分别送到 5
户贫困户手中，并为他们送去米、
油、衣物等生活用品。

高陵区急救知识进教育局
本报讯 （高红）8 月 16 日，

“奔跑的红十字‘救’在你身边 急
救知识万人学”活动走进陕西省
西安市高陵区教育局。本次活动
由高陵区红十字会、高陵区卫生
健康局、高陵区教育局主办，区教
育局干部职工约 60 余人参加活
动。

鼓楼区培训高一新生
本报讯 （王雁）今年，江苏

省南京市鼓楼区属中学 6 所、市
属中学2所的高中一年级5800名
新生将参加应急救护培训，人数
创历年来最高。

二七区普及急救知识
本报讯（朱鹂宇）8月17日，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红十字会应
邀走进郑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为报名参加“小手拉大手，大
家一起学急救”活动的20个家庭
普及培训急救知识。活动中，20
个小朋友带领 20 个家庭一起学
急救知识。

游仙区培训大学生
本报讯 （岳丽蓉 杜畅）近

日，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游仙区
红十字会举办 2019 年暑假大学
生救护员培训活动，103 名大学
生参加培训。

七都镇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本报讯 （潘丽晴）近日，江

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红十字
会组织七都社区假日学校的学生
参观公共综合减灾馆，学习防灾
减灾知识。

淮南大学生暑期学急救
本报讯 （陈彬）8月 9日，安

徽省淮南市红十字为暑期大学生
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暑假期
间，安徽淮南市红十字会分批对
2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救护员开
展心肺复苏、骨折、头部止血等多
项实用急救技能培训。

锡林浩特开展博爱助学活动
本报讯 （锡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红十字会与
基层红十字会对 24 户申请博爱
助学项目的贫困大学生开展入户
调查走访活动，本次救助对象为
市属低保户、低收入家庭应届本
科生和市属困难职工家庭学生。

余姚举办AED设置培训班
本报讯 （余红）近日，浙江

省余姚市红十字会召开 AED 设
置管理培训班，全市各乡镇、街道
红十字会秘书长，红十字应急救
护宣讲队队员，AED布点单位代
表及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

舟山培训警察机动部队
本报讯 （蒋朝进）近日，浙

江省舟山市红十字会走进市公安
局巡特警支队，为该队 50 余名

“海岛 PTU（警察机动部队）”警
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营口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营红）近日，营口

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走进三
喜加工有限公司，为这里的17名
一线员工进行为期两天的应急救
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盐城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王蕙）近日，江苏

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乔静率机关和直属单位
党员干部到盐城市尚德昭廉教育
馆参观，接受警示教育。

挹江门街道培训小学生
本报讯 （挹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街道红十
字会联合南京林业大学红十字会
学生会志愿者在妙峰庵社区组织
辖区小学生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
训。

■ 韩旭凤

7月8日上午，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张惠带着资
料赶到西城兴河东区,为范胜军提
供上门签署服务。

范胜军是东营区第 86 位遗体
（角膜）捐献志愿者，也是今年第 24
位签署捐献遗体（角膜）器官的志愿
者。

数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2014年以来，遗
体（角膜）器官捐献工作在东营区逐
渐被群众认可，红十字会逐渐被群
众熟知，“张惠”这个名字也逐渐被
群众称颂。

红十字会的“宣传员”

张惠今年 44岁，与红十字会结
缘始于2014年。

当时，红十字会社会声誉遭遇
危机。张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立
即展开释疑、宣传等工作。

面对公众对红十字会工作的不
理解，张惠主动走进学校、社区、机
关、集贸市场和街头，通过发放红十
字宣传折页、爱心义诊和便民服务，
主动、积极向社会大众讲解红十字
人道主义思想和核心业务，澄清和
消除社会大众对红十字会的误解。

2014年的一天，张惠到东营市

技师学院为学生讲授红十字知识。
深知这一活动的重要性，张惠不敢
怠慢，接连准备了几天的课件，私下
里对着镜子训练了多次，以求达到
最佳效果。

“这是我代表红十字会第一次
讲课，如果准备不充分，会对红十字
会产生负面影响。”张惠说。

让张惠意想不到的是，课堂上，
同学们对红十字会漠不关心，个个
心不在焉。

沉默几分钟后，张惠提高嗓门
对同学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你们
对红十字不了解，甚至还有误解，这
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是怀着一
颗诚心向大家介绍红十字会。为了
这堂课，我准备了好几天，晚饭也没
顾得上吃，希望大家能接受我的课
程，接受红十字会。”一时间，会场鸦
雀无声，直到结束，同学们都听得很
认真，期间多次响起掌声。

多年来，张惠经常开着自家车，
带着模拟人，主动联系学校、社区、
机关单位、企业和农村，制定适宜的
课程，宣讲红十字工作和自救互救
知识。

5 年多来，他组织带领区红十
字会师资培训 2000余名救护员，普
及培训近 80场次，参训人员达 3万
人次。2017年11月，东营区成功举
办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比赛。

“三献”工作的推动者

多年前，遗体（角膜）器官捐献
很少被公众认可，将认可转化为行
动的更是少之又少。2014年以前，
东营区的捐献志愿者几乎为零。

面对这一几乎没破题的工作，
如何让其被群众认可并化为行动，
是每个红十字会人需要考虑的问
题。虽然入行时间短，张惠却对这
一问题研究得十分透彻。

“宣传不到位，公众认知不到位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张惠说。

张惠认为，解决这一难题，应深
入基层多做推广宣传，尤其是宣传
那些大爱无私奉献自己的捐献者，
让他们的故事进入百姓心中。

为此，张惠以身作则，勇做博爱
捐献的倡导者。在宣传活动中、在
救护培训课堂上，他总会不厌其烦
地讲解捐献造血干细胞、遗体（角
膜）、器官的政策和流程。他还经常
拿着捐献申请书，到有意愿捐献的
居民家里，对家属宣传和讲解政策。

“几年前我就有登记捐献遗体
的想法，可不知道去哪里登记，也不
晓得怎样办理登记。去年，志愿者
连续在小区组织了几次志愿服务活
动，我很快就完成了登记。”文汇街
道的宋大爷说。

截至目前，在东营区红十字会

签署捐献申请的志愿者有88人，在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名列前茅。

5 年来，东营区红十字会圆满
完成347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血样采集任务。

孤寡老人的“幺儿子”

2011 年 3 月，张惠认识了东城
清风小区的罗大娘。73 岁的罗大
娘身患多种疾病，家里只有她和 17
岁的外孙女。张惠经常去看望老
人，自己出钱为老人买药、营养品。

老人常向邻居们念叨着张惠的
好，并亲切地喊他“幺儿子”。张惠
常说：“困难群众的期盼就是我的努
力方向。”

从2010年10月至今，张惠先后
认识并照顾了六户镇、辛店街道菊
香园敬老院、东城清风小区、东城三
村、胜利街道惠园小区等 8 名孤寡
老人，小到聊天、维修水管、换灯泡，
大到陪老人看病、买药、住院、过生
日；他还经常驾车陪老人回老家。

5 年多来，他精心组织丰富多
彩的人道主义志愿服务活动，联合
和借助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把红
十字志愿服务做细做实做出色。

2017年和2018年，东营市红十
字会“博爱家园”项目落户丰泽社
区、胜宏社区、营园社区和府前社
区，张惠积极主动开展项目工作和

志愿服务活动，建设博爱驿站、组建
博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志愿者救
护培训、组织博爱志愿服务活动。

2017年12月，他把团市委下设
的清风湖驿站、胶州路驿站、长途总
站驿站、植物园驿站设为红十字应
急救护志愿服务站，授旗授牌，配备
急救箱、急救包和宣传品，针对志愿
者的救护员培训也已经开班。

他联合 4家优秀的社会公益组
织，组建了红十字人道宣传、博爱捐
献、心理援助、应急救援志愿服务
队，让红十字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近年来，张惠先后被评为 2012
年度和 2016 年度东营市优秀志愿
者、首届感动中心城十大道德人物、
山东省五好文明家庭、第六届东营
区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2017
年，被评为山东省最美志愿者、山东
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山东省第六届
道德模范。今年“七一”前夕，张惠
作为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唯一代表，
被市委评为东营市优秀共产党员。

东营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李英慧说：“张惠同志是东
营市红十字会系统的优秀干部，他
用行动阐释了新时代红十字人的担
当奉献，也为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干
部职工做出了表率，激励全体干部
职工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社会作
出更大奉献。”

黄河尾闾的“播种人”
——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张惠

■ 张晓华

经过一周紧张充实的培训，
我终于通过了理论考试、动手实
操、上台试讲等挑战，实现了一年
多来念念不忘的愿望——成为一
名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

2018 年 3 月底，我来到湖北
省黄冈市英山县红十字会任职。
下车伊始，博爱家园、生计保护、
志愿服务、应急救援、应急救护、
人道救助、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
细胞、遗体器官捐献、人道传播
……一个个陌生而新奇的概念扑
面而来，不断刷新我对红十字会
的认知，在乡镇和县直机关工作
二十多年的我，此刻成了一个小
学生。

我深刻意识到红十字会工作
并不简单，当好这个单位的一把
手并不容易，当务之急是尽快成
为人道事业的行家里手。

经过与县红十字会的老同
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挂职扶贫
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省市红十字

会领导和兄弟区县红十字会同仁交
流，我从《索尔弗利诺回忆录》开始，
从一个人、一场战争、一本书、一个
组织、一部公约的“五个一”学起，了
解红十字运动的本意和初心。

学习中，我发现应急救护培训
是红十字会的核心职责之一，是红
十字会的“看家本领”。于是，在力
推博爱家园、博爱学校、博爱卫生
站、生计发展、志愿服务等项目落地
的同时，英山县红十字会主动联系
省、市红十字会，争取支持，举办了
第一期英山县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
培训班、第一期英山县红十字救护
员培训班……红十字应急救护“五
进”工作就此展开，逐步推进。

举办第一期师资培训班时，我
就惦记着参加培训成为一名红十字
应急救护师资，成为“五进”的骨干，
然后再逐一攻下人道法传播、志愿
服务等领域的师资，成为一名地地
道道的行家里手。

然而，因为那期培训班和另一
项工作时间上冲突，我未能如愿参
训。一年后的2019年7月初，再次

接到市红十字会通知各县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参加应急救
护师资培训时，我喜出望外，如愿
以偿参加培训并通过了验收考
试。

本次培训课程安排紧凑，学
习内容多，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利
用休息时间，互相切磋、反复练习
止血包扎固定搬运技术和心肺复
苏步骤。

每天深夜，学员们房间都灯
火通明，大家聚在一起热烈地讨
论白天老师讲授的要点、注意事
项、方法步骤、试讲课题等。谈到
高兴处，大家摩拳擦掌，心痒难
耐，趁领导不注意，把模拟人“偷”
回寝室，悄悄练习，。

此次培训收获颇丰，如今我
已是一名光荣的红十字应急救护
师资，我将走上讲台，以新的角色
参与红十字事业，践行“救在身
边”的人道理念！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红十字会举办博爱班新生入学暨薛琰同学20岁生日
庆典活动，县红十字会在活动中给全县大、中、小博爱班300余名同学分别发放1400
元至5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图为薛琰在生日庆典上许下愿望。 （王一娟）

许 愿

■ 郭靖

我是一名高中刚毕业的学生，
参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这件事，
一直在我的心愿单上。

今年暑假，我偶然看到了四川
省成都市新都区红十字会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救护培训公告。那一刻，
我欣喜若狂，立即报名参加。

培训为期两天，我的“红十字救
护员梦”终于成为现实。参加培训
时我深深体会到，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教给我的不只是心肺复苏技
能，不只是创伤包扎方法，还让我获
得了思想与境界上的提升。从此，
面临意外伤害或是突发事件时，我
不会再束手无策，更不会袖手旁观。

培训结束当天下午，我在回家
路上遇见一辆载物电动车倾倒。当
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立刻前去救
人。我一边跑，一边掏出刚刚在培
训中用过的三角巾。

所幸，现场情况并不严重，驾驶
员也未受伤。我帮她拾起货物，她
又匆匆上路了，临走时的那句“谢

谢”，深深烙进我的心里。
这沉甸甸的两个字，给了我

力量，一种激励我前行，鼓励我勇
于出手救人的力量。

红十字救护员不是一个名
头、一个标签，而是一种承诺、一
种责任。红十字救护员的标准似
乎不高，只需参加两天救护培训
便可轻松达到；红十字救护员的
标准其实很高，它要求我们从成
为救护员那一刻起，每当看到有
人意外受伤，都要挺身而出，与死
神博弈，为生命而战。

众多救护员前辈通过一个个
真实的起死回生的案例，向世人
证明了救护培训的重要意义，证
明了奇迹发生的可能。心跳骤
停、事故现场、突发急病、意外伤
害……在生命面临危险的关键时
刻，他们挺身而出，伸出博爱之
手，挽救他人生命。他们是群众
身边的“守护神”！

今天的我们，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努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作者系甘肃政法大学学生）

本报讯 （援红）近日，中国
援布基纳法索医疗队赴博金市
（Bokin）开展义诊，该市位于布首
都瓦加杜古西北100余公里处。

由于经济和医疗条件限制，
当地大部分村民患病后从未就医
或接受过正规治疗，饱受病痛之
苦。

义诊刚一开始，早已等候在
此的村民就把医院走廊堵得水泄
不通，每个人都开心不已，眼里充
满希望。

医疗队为每位前来就诊的患
者现场测量血糖、血压、诊断病
症，并耐心细致解答疑问。

队员们根据检查结果，为每
一名患者提出了正规治疗方案，
给予健康指导，免费赠与药品，并
反复交待用药注意事项，确保村
民在有限的条件下达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
骨关节病患者桑卡拉高兴地走

出诊室，回过头来问医疗队队员：
“非常感谢！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博金市市长说：“中国医疗队来
博金市开展义诊，我们非常高兴！
这将对我市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义诊结束后，医疗队队员向当
地传统领袖介绍本次义诊总体情
况、发现的问题和未来开展医疗卫
生合作的设想，提出改善卫生习惯、
提高健康水平的建议。当地村民听
完后，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中国医
疗队队员的高超技术和中布卫生合
作的丰富成果。

本次义诊历时 16小时，队员们
奔波200余公里，为260余名当地居
民提供了诊疗、咨询服务，并针对相
应疾病免费发放药物，受到当地传
统领袖和广大居民的普遍赞誉。

本报讯（庄艳）8月20日，山东
省滨州市 29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向市红十字会捐款 10600 元，用于
我市受灾群众救助。

8月 11日，受第 9号台风“利奇

马”影响，滨州市10个县（市、区）遭
受大风和暴雨袭击，导致部分房屋
倒塌，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8
月17日，滨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在微信群里发出了向灾区捐款的号

召，短短1天，29名捐献者接龙捐款
1.06万元。

“我们去救命都没有含糊的，更
别说救灾！”我市第 23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卜小强说。

救人不退缩，救灾不犹豫
滨州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捐款10600元支援受灾群众

一名红十字“新兵”的梦想 我骄傲，我是红十字救护员

“非常感谢！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中国援布基纳法索医疗队在博金市开展义诊

本报讯 （吴挺）“妈妈，很久
了，一直想对您说：我爱您！在今
天这属于您的日子里，祝您永远
健康、平安！”近日，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灵守护—
关爱精障患者志愿服务项目”主
题书画活动现场，一张制作精美
的贺卡上写着温馨感人的话语，
这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为母亲制
作的贺卡。

“心灵守护—关爱精障患者
志愿服务项目”，是浦东新区红十

字志愿服务特色项目。自2019年1
月起，“心灵守护”志愿服务项目在
区精神卫生中心启动，协同病区医
护人员一起为住院患者展开各种社
会技能训练，为家属提供志愿服务
精神和心理健康知识宣传。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 20名志
愿者参与该项目，服务精神障碍患
者和家属超1500人次。

活动中，部分患者家属也参与
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为其他需要
帮助的人提供服务。

浦东红会关爱精障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