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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杭锦后旗启动“博爱家园”项目

本报讯（旗红）7月30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红十字会“博爱家园”项目启动仪
式在头道桥镇联丰村举行。

漳平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黄艺彬）7月29日，
福建省漳平市红十字会在龙岩高
速交警支队六大队开展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工作，20余名一线交
警接受培训。

西海岸新区“摆摊”教急救

本报讯 （曾庆江）近日，山
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红十字会
组织红十字汽车公益联盟志愿者
在红石崖街道福莱社区和黄岛体
育场通过摆地摊的形式救授居民
心肺复苏及意外伤害处置等技
能。

丹东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丹红）近日，辽宁
省丹东市红十字会举办了首场疫
情防控与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来
自公安、边检、学校等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40余人参加培训。

兰溪开展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冯冶凌）7月28日，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红十字会为
浙江长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职工
开展救护员培训。74 名学员通
过考核取得救护员证书。

西山街道普及防溺水知识

本报讯 （郭怀德）7 月 29 日
下午，湖北省鄂州市西山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联合石山社区红十字站深入七
里界村，对留守儿童开展“珍惜生
命·预防溺水”主题安全教育活
动，20余名儿童参加活动。

东营垦利区走进公益课堂

本报讯 （垦红）7 月 28 日下
午，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红十字
会志愿者走进东方社区“青益堂”
暑期公益课堂，讲解《我的未来不
是梦》家庭教育课，社区 30 余名
青少年参加。

溧阳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金璐）7月28日，江
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走进布勒（常州）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此次培训内容
为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的使用。

嵊州应急救护培训进文化礼堂

本报讯 （陈佳洛）近日，浙
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红十字会在石
璜镇楼家村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进文化礼堂”活动，吸引许多村民
前往参加。今年，嵊州市红十字
会将在全市 80 个村文化礼堂继
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宜丰县组织防溺水宣讲活动

本报讯（邹杰锋）7月24日，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红十字会携
手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在新昌公园联合
组织防溺水安全自救互救知识宣
讲活动。

雨花台区投放首批AED

本报讯（雨红）7月28日，江
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公共场所投
放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项目
启动，预计 8 月中旬完成首批 31
台AED安装工作，本次投放场所
为辖区内社区政务大厅。到明
年，雨花台区将在全区公共场所
配置100台AED。

游仙区投放应急救护卡通海报

本报讯 （岳丽蓉）近日，四
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红十字会向公
共场所投放“熊猫救护员”卡通海
报。“熊猫救护员”海报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生活中
常见紧急情况的救护方法。

峡江县成立乡镇基层组织

本报讯 （峡红）7 月 30 日上
午，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金坪民
族乡红十字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该县第一批乡镇基层组
织红十字会正式成立。

乌拉特中旗开展防震减灾宣传

本报讯（乌红）7月28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红十字会
联合旗地震办开展“纪念7·28唐
山大地震”防震减灾宣传活动。

泰兴举办疫情防控宣传活动

本报讯（姜睿）7月27日，江
苏省泰兴市红十字会举办疫情防
控公益宣传社会实践活动，40多
名高中生参加。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农货卖到远方、农民迁居进厂，贵州毕节——

万山挡不住 蹚出脱贫路
■ 程聚新 苏滨 王洲

贵州毕节，五百里乌蒙腹地。
乌蒙山主峰韭菜坪就坐落在

毕节市赫章县境内，山势连绵，令
人兴叹，“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
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但在如今
的航拍镜头中，苍翠林间，路网延
伸，车辆驰骋。

水塘堡乡的居民姚文黔停好
小货车，打开小喇叭，山路上响起
瓜果叫卖声。“路通了，出家门给镇
上送新鲜的山货，就是一脚油门的
事，落雨都不用穿胶鞋。”

“以前是‘县县通高速，村村通
油路’，现在村组都通硬化路。”在
赫章县交通局修路17年的熊健说，

“赫章是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县，山
高路远通路难，但只要路走对了，
就不怕遥远！”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在毕节，干部群众有这样一
股子劲头。

“土豆能管肚子饱，苹果能叫
日子甜”

“威宁土豆也有名，为啥要把
苹果卖出山？”

“土豆哪有苹果‘甜’！”64岁的
彭文才侃侃而谈，“这里白天光照

强，昼夜温差大，果子甜度高，卖得
好着呢！”

彭文才的“致富经”，学自威宁
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牛棚万
亩精品苹果基地。高原夏日，天空
晴朗，连片的防雹网闪着光辉，成
排的苹果树静待丰收。

2015年万亩果园初建，迤那镇
引导农户流转土地，彭文才看着自
家31亩地动了心。可老伴有意见：

“祖辈都种土豆、苞谷，最差也能管
口粮，能拿苹果当饭吃？”

“土豆能管肚子饱，苹果能叫
日子甜！”为说服家人，彭文才算了
笔账：土地流转费每亩一年800元，
在苹果基地打零工一天至少80元，
基地有了纯利润，流转户还能拿分
红。

2019年，万亩果园进入初果期，
亩产约 1500 斤，总产值 6150 万元，
惠及 7个村的 4056户、17232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56户、2952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
之策。”针对传统种植管理粗放、结
构单一、农户抗风险能力弱等问
题，毕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
制宜主打特色农产品。2018 年至
今，全市共调减低效作物 434.92万
亩，替代种植蔬菜65.1万亩、经果林
209.26 万亩、马铃薯 52.09 万亩、中

药材44.57万亩。
黔货卖出山，老乡心里甜。苹

果园中，彭文才牵头管护400亩地，
老伴有时也来帮忙。“见过苹果开
的白花花吗？跟现在的日子一样，
美！”

“搬出了山窝草窝，住进了金
窝银窝”

“走出深山搬进城，感觉怎么
样？”

看着整洁的家，29岁的付红眼
里闪光，“搬出了山窝草窝，住进了
金窝银窝！”

付红以前的住处，是位于赫章
县双坪乡五里村的茅草房，几十平
方米，要挤下全家8口人，得在正屋
里搭活动木板当床。

2018年搬进县城的银山社区，
付红一家分到两套共160平方米的
住房，住得宽敞、安逸。

可刚搬出大山，总有不适应的
地方。付红见过，有邻居随手将垃
圾扔出窗外，还为此和社区保洁人
员吵了起来。

银山社区是赫章县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之一，有各乡镇街
道的贫困户 1836 户 9038 人。部分
居民过去的生活习惯没改过来，曾
导致社区邻里矛盾。

为此，银山社区推出“幸福积
分单”，党员干部带头，积分兑物激
励，引导大家改变陋习，共建、共
治、共享新家园。

渐渐地，地上的烟头消失了，
乱停的汽车归位了。环境卫生改
善，居民精神面貌提升。社区小广
场上，升旗杆有了崭新旗台，通往
学校的小路平整硬化，都是居民自
发动手的成果。

如今，银山社区的“党建+积
分”机制，已推广至毕节多个区县。
截至去年底，毕节市有 5.23 万户、
24.26 万贫困人口住进 139 个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的 66756 套新房，
过上了新生活。

“朝九晚五进车间，收入稳定
有保障”

“搬新居，进车间，告别土地可
还习惯？”

“在扶贫车间工作，有上班族
的感觉。”34 岁的王燕拢了拢工作
台上的耳机线。

搬进城里前，王燕也不是没有
过纠结，“打工务农这么多年，进了
城我能干啥？”

王燕的新家在毕节市七星关
区柏杨林街道移民搬迁安置点。
她家里孩子小，老人年事已高，离

不开人照顾。那天，送孩子上学的
路上，王燕看见街道两旁有挂着

“扶贫车间”招牌的门脸。走进一
间耳机加工店，仔细一聊，没想到
就上了岗。

“要让无法离家、无业可扶、无
力脱贫的贫困户，能就地就近就业
创业。”长期从事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的毕节市生态移民局督查专员
张阿卓说，“藤编、刺绣、做耳机，都
是手上活计，简单培训就行，多是
计件工资，居家也能增收。”

“离家近，活不累，一月收入千
把块。”王燕的丈夫也在家附近上
岗当保安，每月收入 2200元。告别
几亩地，不再打零工，这个七口之
家如今年收入3万余元。

“乐业才能安居。”毕节市迄今
建立就业培训服务网点 133 个、劳
务分公司 196个、扶贫车间 156个，
开发公益专门岗位10.8万个。全市
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家庭5.6万户、
13.25万人，实现就业率91.39%。

出山换活路，居家有收入，指
端能脱贫。通往耳机加工店的社
区道路宽敞平坦，王燕每天走上两
个来回，“再不用迎着星星出门、背
着月亮回家，朝九晚五进车间，收
入稳定有保障。”

（转自《人民日报》）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会庆祝“八一”建军节，在县民兵
培训基地开展以“情系军营 博爱同行”为主题的应急救护技能大赛，全
县70余名预备役骨干参加大赛。 孔敏文/摄

情系军营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国际认证课程班在泰州举办

60名学员获首批《红十字救护员（国际认证）证书》
本报讯 （程新玲）“120吗？在

高港区海军东路市委党校门口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发现伤员5名，
其中 1 人呼吸心跳骤停，请求紧急
救援！”

7 月 25 日至 28 日，由江苏省
红十字会主办、泰州市红十字会
承办的全省首期中国红十字救护
员培训国际认证课程班在泰州市
举办。结课现场，学员在模拟交
通事故情景下进行急救演练，顺
利完成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应
急救护流程。

集中培训期间，培训师们结合
自身丰富的应急救护经验，围绕心
肺复苏术实操、AED 使用办法、意
外伤害现场救护等内容进行讲解。

最终，60名学员均通过了理论知识
和模拟操作考试，获得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首批颁发的《红十字救护员
（国际认证）证书》。

据统计，2019年泰州市红十字
会系统在近70个机关部门、30家企
业、110个社区、40个乡镇、100所学
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完成救护员
培 训 共 5549 人 、应 急 救 护 培 训
94532 人。截至 2019 年底，泰州市
救护知识普及人数累计达户籍人口
16.14%，提前一年完成江苏省红十
字会“十三五”末15%的目标。

本期培训班是江苏省红十字会
开办的第一期培训班，将为推进江
苏省红十字系统应急救护培训国际
化、标准化贡献“泰州经验”。

青岛市即墨区红十字会建立“时间银行”，推行志愿服务激励回馈机制

用志愿服务时间积分兑换公益课程
本报讯（张隽隽）“冲茶时三次

急冲，茶嘴要45°朝里摆放……”来自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红十字志愿
服务者迟建波与其他40余名骨干志
愿者参加了一堂“特别”的茶艺课。

日前，即墨区红十字会启动“时
间银行”志愿服务积分回馈志愿者
项目，红十字志愿者可通过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用服务时间获取积分
兑换公益课程，积分以小时为计量
单位，每满1小时积1分。迟建波参
加的茶艺课正是从“时间银行”里

“取出”的公益课程。
迟建波是即墨区道德模范、尚

德志愿服务大队的大队长，2019年

累计服务时间达 670 小时。他说，
“‘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积分回馈志
愿者项目是对自己付出的一种认
可。”除了茶艺课，区红十字会还提
供了插花、声乐、乒乓球、古筝、油画
等课程，全部由社会爱心人士和机
构免费教学。瑞博职业培训学校负
责人刘妮娜表示：“有了这个平台，
日后我将组织我们的员工积极参加
相关公益服务活动。”

区红十字会制定了志愿者招
募、注册、培训、激励回馈等制度，建
立了完备的志愿服务架构，“时间银
行”的推行形成了即墨区志愿服务
工作体系闭环。

内蒙古“光明行”走进阿荣旗

近百名贫困白内障患者获益
本报讯 （张佳欢 李义生）日

前，内蒙古自治区 2020 年度“光明
行”社会公益活动走进阿荣旗，医护
人员为阿荣旗近百户困难家庭带去
光明的希望。

内蒙古自治区“光明行”社会公
益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与
老牛基金会、光彩事业促进会、扶贫
基金会共同发起，在全区范围内免

费为困难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此
次“光明行”活动共对阿荣旗建档立
卡贫困户、低保、五保、三无及因病
因灾等原因致困的 98 名白内障患
者实施了手术。

自2015年“光明行”公益活动启
动以来，已连续六年走进阿荣旗，累计
801名白内障患者受益，为阿荣旗精
准脱贫及健康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揭阳红会：2万人观看应急救护“网课”
本报讯（揭红）7月31日下午，

由广东省揭阳市委网信办、市红十
字会联合主办的“红十字急救常识
网络公益直播”活动在“无线揭阳”
APP和“揭阳电视台生活向导”抖音
号直播，逾2万人在线观看。

直播中，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分

别围绕“水上救生”“心肺复苏及
AED操作”“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
内容讲解并演示了发生溺水事故如
何进行自救互救、如何正确进行心
肺复苏等知识和技能。同时，直播
中还增设游戏环节，以简单易学的
方式进行科普，受到市民欢迎。

35℃高温下，身负40斤重的消杀设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红十字特战救援队——

在防疫消杀中度过“八一”建军节
本报讯 （单晓华）8 月 1 日晚

10时，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红十字特战救援队
队员们结束了一天的防疫消杀工
作，脱去被汗水浸湿的防护服回到
家中。

当日，他们在巴州库尔勒市
“走街串巷”进行防疫消杀工作，用
辛劳与贡献庆祝“八一”建军节。

7 月 30 日，在巴州红十字会及
库尔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

导下，特战救援队成立了一支30余
人组成的“消疫先锋队”。8月1日，
先锋队为库尔勒市团结街道 44 个
小区 353栋楼的 22256户人家及 66
个宾馆的5968个房间进行了消杀。

“消疫先锋队”中最大的队员
52岁，最小的队员 19岁，在平均每
天35℃的高温里，身负40斤重的消
杀设备，每天喷洒 1 吨多消毒水。
队员们每天早上 8 点之前集结完
毕，检查、整理装备，给消杀设备灌

装消毒液，10 点出发，进入到社区
执行任务，晚22点才收队。如果分
配到规模较大社区的任务，他们时
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谈及对这份工作的感想，队员
程秀红说：“作为退伍老兵，作为红
十字志愿者，我们肩上永远有责
任，胸膛里时刻有激情！一旦祖国
召唤，我们必定积极响应！我们会
守护着这座城市直到她重新充满
活力！”

助力防汛，志愿有我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红十字会开展助力防汛志愿服务活动侧记

■ 当红

入汛以来，安徽省马鞍山市当
涂县受长江、姑溪河上游来水叠加
影响，全县主要河流全线及15个圩
口堤防均超警戒水位，防汛抗洪救
灾形势严峻。

日前，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
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助力防汛 志
愿有我”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积极
应对灾情。

助力防汛 志愿有我

在县红十字会指导下，红十字
志愿者走进受灾安置点，为受灾群

众提供免费理发、健康咨询等服
务，现场发放救灾物资2万余元，向
受灾群众表达关怀。

“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们能住
得安心、吃得舒心。感谢红十字会
志愿者及时给我们送来温暖，给我
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受灾群众
汪伯说。

红十字志愿者、当涂好人孙明
娟，年逾五十，依然每天不辞辛苦，奔
赴灾区参加志愿服务工作。她说：

“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做好服务工
作，让受灾群众在这里住得安心。”红
十字志愿者正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爱心义卖 博爱无价

7月 23日至 30日，当涂县红十
字会联合多家单位开展防洪救灾
爱心募捐公益活动。红十字志愿
者在行陈社区志愿服务广场举行
爱心义卖志愿服务活动，爱心义卖
善款将用于防洪救灾工作中。

烈日炎炎，10余名志愿者早早
来到活动现场摆好义卖物品。义
卖点刚开张，路人纷纷驻足，前来
选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义
卖不但吸引了许多普通老百姓，也
号召了大批爱心企业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