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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贺晔

7 月 15 日一早，江苏省南通市
红十字会迎来两位化名“莫文隋（莫
问谁）”的女士，现场捐款 3 万元。
根据捐赠人意愿，这笔捐款将纳入

“健康扶贫”专项救助资金，其中一
部分用于如皋市3名重疾困难群众
配套救助项目，包括 1 名患视网膜
恶性肿瘤的11个月婴儿。

发生在南通的一幕，在全国各
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眼中并不稀
奇，各位“无名氏”“莫文隋”已是红
十字会的老朋友，为困境中的大病
患者提供暖心救助也是中国红十字
会的传统核心业务之一。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红十字天使计划”为身患
白血病、先心病的儿童重燃生命希
望，浙江省红十字会“母婴平安”项
目为高危孕产妇撑起保护伞，内蒙
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让白内
障患者重见光明。此外，越来越多
的肿瘤患者、唇腭裂患者、慢性病患
者、罕见病患者、意外伤害受伤者等
也被逐渐纳入各级红十字会的大病
救助项目范围。

各级红十字会充分发挥党和政
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查漏补
缺，为社会保障和公众视线之外的
困境大病患者带去一束暖光，拉起

一道最易受损人群生命与健康保护
的底线。

救助规模屡创新高

作为红十字会系统救助贫困大
病患者特别是儿童的传统项目，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天使计划”
从 2005 年延续至今，年复一年，救
助了越来越多的贫困大病儿童。救
治一个孩子，挽救一个家庭，该系列
项目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2019年 7月 15日，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小天使基金彩票公益金项目
进行 2019年度第三批资助款拨付，
资助款总额为 3068万元，来自全国
30个省（区、市）的 968名贫困白血
病患儿获得了救助。自设立起，小
天使基金累计在全国范围内资助贫
困白血病患儿 3 万余人，累计资助
总额超过10亿元。

以小天使基金为蓝本，该计划
还复制启动救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的天使阳光基金，对患有先心病的
贫困家庭儿童实施医疗救助。

2018年，小天使基金资助贫困
白血病患儿 5599人，天使阳光基金
资助贫困先心病患儿 2114人，执行
中央彩票公益金总额2.2亿元，执行
资金量和救助人数再创新高。

此前，2017 年“红十字天使计

划”执行彩票公益金资金 2.15 亿
元，救助 5596 名白血病患儿、1844
名先心病患儿。2016年，救助白血
病患儿 5542 人，先心病患儿 1261
人，执行彩票公益金 2 亿元。每一
年将这些数据写入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年报时，所用的词语都是“再
创新高”。

“红十字天使计划”由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主导，但项目申报、审核和
执行离不开各级红十字会的配合和
支持。山东省淄博市红十字会的

“天使阳光”贫困先心病少年儿童救
助项目依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
使阳光”基金，认真推进摸底登记、
筛选救助、经费拨付、回访跟踪等各
个环节。历经11年，该项目已形成
市、县（区）、乡（镇）、村（居）四级高
效便捷畅通的救助流程，已救助贫
困先心病患儿 356 人，成为当地家
喻户晓的救助品牌。

西安市红十字会自实施“红十
字天使计划”项目以来，为使更多患
儿家长知晓项目，不让患儿家长多
跑冤枉路，工作人员创新工作思路，
1比1手绘申报所需资料样图，通过
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各区县政
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向外推
送。还举办十三个区县“红十字天
使计划”项目擂台赛，分享工作中的

经验与不足，学习其他区县在实施
项目中的好做法，使“红十字天使计
划”项目在各区县百花齐放，助推项
目开展。

2017年，西安市红十字会积极
争取“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基
金”、深圳“首彩爱心基金”等先天性
心脏病免费筛查项目，在鄠邑区、周
至县开展“天使的心跳”先心病筛查
救助项目，对14周岁以下儿童进行

“地毯式”筛查，及时发现患儿。西
安市红十字会还积极争取“神华爱
心基金”救助，提高先心病患儿的救
助率。

救助范围不断延展

多年来，在“红十字天使计划”
之外，全国各级红十字会还在为不
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种的大
病患者寻找更多希望和获得救助的
途径。

2017 年，香港红十字会“黄福
荣传爱基金”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捐赠 150 万元，定向用于救助贫困
再障患儿，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人道
救助基金”配套支持150万元，通过
轻松筹平台筹集33万余元，资助了
23个省（区、市）的 130名贫困再障
患儿。

（下转三版）

竭尽所能呵护生命
——中国红十字会大病救助工作掠影

■ 记者 吕进福

为调动志愿者参与捐献的积
极性、主动性，形成全社会踊跃捐
献的良好局面，山东省红十字会从
贴身服务、荣誉激励两个方面加大
工作力度，使捐献者的救人义举在
精神、道德层面得到更高升华。

从贴身服务到成立专业志愿服务队

造血干细胞捐献实践表明，绝
大多数捐献者的捐献行为属“人生
第一次”，捐献过程中难免产生兴
奋、紧张、焦虑等情绪，会本能地把
身边的红十字工作者视作“娘家
人”。这时候，红会人的关心、关怀
会让他们感到格外亲切、温暖，能
够帮助他们平复情绪、顺利捐献。
近年来，山东省红会不断强化“为
捐者服务是各级红会的职责和义
务”的理念和要求，收获了可喜成
果，更有许多感人故事。

2016年9月23日至30日，青岛
市第 66例、崂山区第 6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路越，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挽救了一名两岁半白血病女孩
的生命。

去济南捐献前，崂山区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孙瑞芬再三叮嘱陪
同捐献的秘书长王鲁青：“为捐献
者服务好，对患者负责好。”两个

“好”的要求体现了“对每一例捐献
者都按第一个捐献者的服务规格”
的服务原则。

崂山区红十字会和王鲁青的
工作实践，生动诠释了什么叫“贴
身服务”。

一是全程陪同。每一例捐献
都安排专人全程陪同，提供全方位
服务。二是积极申请经费保障捐
献工作。根据每一个志愿者实际
情况，捐献前为其购买有关生活用
品，捐献后为其购买营养品。三是
积极协调志愿者家属、单位，做好
请假、生活安排等后勤保障工作。
四是精心策划和举行志愿者捐献
前、后的欢送和欢迎仪式，“不断强
化志愿者荣誉感和责任感”。五是
做好捐献后的关怀慰问工作。

此次捐献，赴济8天，崂山区红

十字会对路越的衣食住行进行了
妥善周密的安排。为让路越更好
完成捐献，多次协调省红十字会和
定点采集医院，建立24小时联系通
道。秘书长王鲁青用手中的笔和
相机记录了路越捐献过程中的言
行、情感、心理和一个个感人瞬间，
形成包含深情的“路越日记”，并在
博客、微信圈、一直播等新媒体动
态发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赞
誉。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由
单一、被动服务向多元、主动作为
转型”，2017年，山东分库在原有医
疗技术服务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开
展依托医院架构实施专业服务的
探索。

2017年10月，在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成立了国内首个造血干细胞
捐献专业医疗陪护志愿服务队，服
务队成员全部来自医院临床医生
和护士，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提供
全程、专业陪护服务，服务质量赢
得捐献者一致好评。

2018 年 9 月，依托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血液科，设立国内首个 365
天×24 小时全年无休的入库采血
点，同步建立红十字志愿服务基
地，安排志愿者轮值，为捐献报名
和入库采血提供全天候服务。

“专业服务并不排斥其他志愿
者作用。”山东分库负责人赵娜说，
专业服务的优点在于“更专业，能
够为捐献者提供更加贴心、周到的
服务”。

加大表彰奖励力度，帮助获得更高荣誉

各级红十字会分管领导经常
性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慰问及
宣传表彰活动，既是对捐献工作的
重视和支持，也是对捐献者的肯定
和鼓励。

2019 年上半年，山东省副省
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孙继业先后两
次来到采集医院，探望第 700 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和涉外捐献者，对
他们的捐献行为给与褒奖，并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支持红十字会捐献
事业。

（下转二版）

正向激励：贴身服务，争取荣誉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山东速度”（二）

本报讯 （宗红）7月 31 日，北
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捐款 42 万余元，用
于定制和发放应急救护包，支持

“红十字送健康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汝鹏

接受捐赠，并向北陆药业总经理王
旭颁发感谢状，对企业的捐赠善举
表示感谢，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公益

合作，为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作出
贡献。

今年，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联合开展“红十字送健康行动”，
计划在三年内实现中央和国家机
关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训
全覆盖，并为每个部门培养若干名
经过专业认证的红十字救护员。

北陆药业捐款支持“红十字送健康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是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
国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喜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向
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形势下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盛会在即，万众瞩目，也激
奋着全国红十字人的心。你会
以什么样的方式期待、祝福“十
一大”？你对自己和红十字事

业的发展又有怎样的期许？本
报拟在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
同时开辟“寄语‘十一大’”专
栏，欢迎全国读者及社会各界
人士通过留言、上传照片或视
频等方式，向“十一大”、向自己
的红十字情怀、也向自己的初
心和梦想来一场真情告白。

时间：即日起至8月底。
邮 箱 ：editor@redcrossol.

com
联系人：王达 张立光
电 话 ：010-65597609 /

65227360

“寄语‘十一大’”征稿启事

本报讯（宗红）8月2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根据黑龙江省洪涝灾区需求，从吉
林省红十字会备灾中心调拨棉被
2000床、夹克衫2000件，从山西省
红十字会备灾仓库调拨赈济家庭
包 1500个，拨付紧急备用金 10万
元，款物价值共计 69.263万元，用

于支持当地红十字会开展灾害救
助工作。

据悉，黑龙江洪涝灾害已造成
4地 9个县 63个乡 8.18万人受灾，
1.512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5910间
房屋倒损，农作物受灾面积51.953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 1.981亿
元。

总会驰援黑龙江洪涝灾区

本报讯 （宗红）7 月 16 日下
午，以“健身你我他 奋进新时代”
为主题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运
动会圆满落幕。经过激烈竞技，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参加此次运动会
取得历史性突破，获得广播体操团
队三等奖、羽毛球青年团体第八名
及男子中年组个人第六名。良好
参赛成绩的取得，正是总会积极响
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号召，深入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采取有效措施不断促进干
部职工身心健康的成果检验。

据悉，总会机关党委会同总会
工会，把动员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参
加此次运动会作为优化总会改革
氛围和增强干部职工工作热情的
有利契机，作为落实《总会群团组
织服务总会改革工作方案》的具体
抓手，认真组织，广泛动员。备赛
和参赛各项工作也得到总会各级
党组织和分工会的重视和大力支
持，共组建 8 支团队参赛，充分展
示了总会干部职工健康向上、团结
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勠力同心、蓬勃
向上的风采。

本报讯 （浙红）7 月 17 日至
19日，浙江省红十字会、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省应急管理厅、省总工会联
合举办第三届浙江省红十字应急
救护大赛。全省11个地市代表队
参加，经过激烈角逐，舟山代表队
荣获团体一等奖。

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
三个阶段。各市经初赛，从学校、
社区、农村、企业、机关等行业领
域挑选优秀红十字救护员组队。
复赛阶段，各队分别通过心肺复
苏、创伤救护等操作比拼，以及救
护演讲、理论问答，6 支队伍胜出
进入决赛。最终，舟山队获得团
体一等奖，台州队和宁波队获得
团体二等奖，杭州队、嘉兴队和绍
兴队获得团体三等奖。台州队陈

辉，宁波队陶星星、王香美、郑楚
煊，湖州队赵大千等 30 名选手荣
获心肺复苏、创伤救护、救护演讲
等五个单项操作个人奖。其中，
荣获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等四个
单项操作前3名的选手，将有机会
申报“浙江金蓝领”称号。

“十三五”以来，浙江省红十
字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每年突破
100万人次，红十字救护员培训每
年突破 20 万人次。2018 年，普及
培训近200万人次，救护员培训近
24 万人，累计普及率已经超过户
籍人口 23%，救护员取证率已超
4%，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

“健康浙江”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8 年，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进
机关项目获评浙江省直机关“最
佳服务项目”十大优秀案例。

第三届浙江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举行

本报讯 （苏红赈）7月 18日，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沈仲一一行赴省红十字会调
研应急工作并进行座谈。省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齐敦
品，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赵凯出席座谈会。

齐敦品要求，加强与应急管
理部门沟通、协调，建立信息共享
和指挥联动机制，在重大自然灾
害等突发事件救援救助中主动接
受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完
成好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加强
预案建设，细化各种灾害场景下
的现场工作方案，建设一支拉得
出、打得响、用得上的红十字救援
力量；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国家
应急领域中的独特作用，成为党
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枢纽型组织，
吸引和团结广大致力于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的社会力量；以问题为
导向，研究新机制下制约红十字
救援力量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疑难
问题，与应急管理部门一起努力
在发展过程中予以解决。

沈仲一提出三点建议：一是
建立防灾减灾救灾联动工作机
制，推动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
部门和红十字会加强合作，不断
健全完善全省应急体系建设；二
是发挥红十字会在应急救护培训
方面的优势，协助开展对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安全生产专
业救援队伍开展相关培训，提高
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能力；三是借
鉴红十字会的丰富经验，研究建
立组织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
灾的工作机制，引导社会应急力
量发展，提高社会力量参与救援
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赴省红十字会调研

总会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运动会

8月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携手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桑
珠孜区人民医院启动西藏日喀
则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活动。
这是中国红基会第3次组织医疗
专家深入西藏开展贫困先心病
患儿筛查救助行动，计划通过开
展为期 5 天的筛查，使受益面覆
盖日喀则地区的15个县。

启动仪式结束后，专家们不
顾高原反应，立即开展筛查工
作，当天初筛 27 名儿童，其中符
合手术指征患儿 14 人。一些专
家高反症状严重，但仍边吸氧边
坚持给患儿听诊，让前来参加筛
查的患儿尽快得到确诊。

（付春来）

吸氧听诊

砥砺奋进的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