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南北
星期二
2019年8月6日

编辑/杨振宇
电话：（010）65597609

基层红会信息

我这 年五五

（上接一版）
更高的奖励，更高的荣誉，是对

捐献者更有效的激励。枣庄、东营、
德州、淄博、烟台、青岛（西海岸新
区、莱西市）6 个市，将造血干细胞
捐献纳入“见义勇为”表彰范围，在
更高层次升华了捐献的价值意义。

对捐献者本人，除固定纳入系
统内表彰外，还积极向“山东好人”

“十大杰出青年”“见义勇为”“道德
模范”等平台推荐，使之融入党委、
政府的表彰体系之中。淄博市授予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五好家庭”荣誉
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
底，山东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38
人被评为“中国好人”或“山东好
人”，36人荣获“五一劳动奖章”，68
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或省市

“道德模范”，62人获评“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另有 596 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荣获“全国无偿捐献造
血干细胞奉献奖”，166名志愿服务
队骨干荣获中华骨髓库“五星级志
愿者”表彰。

“我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党和政府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
我一定继续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同
时动员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列。”
2017 年 12 月 27 日，因捐献造血干
细胞被评为东营市“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的法官孙一超在颁奖礼上动情
表态，是激励机制显现成效的最佳
注脚。

让受捐者的感谢发挥更大作用

受捐者及其家庭的当面感谢，
能够产生情景交融的震撼力，有其
他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对捐献
者进行精神激励的实践中，山东分
库敏锐地发现了捐受双方见面的特

殊意义，在“受捐者提出意愿、捐献
者同意”的情况下，会有选择地安排
几场双方的见面会，让捐献者“面对
面”接受受捐者的真诚感谢，使其成
为对捐献者高尚精神品质的“另类
激励”。

《造血干细胞受捐者千里寻访
临沂恩人/等了五年，只为当面道声

“谢谢”》《临朐小伙朱永明与黑龙江
江先生/两位“有缘人”10年首次相
见》，两篇刊登于《中国红十字报》的
报道，生动再现了临沂姑娘高雪伟
与安徽受捐者王先生一家、潍坊小
伙朱永明和黑龙江受捐者江先生一
家“有缘千里来相会”的感人情景，
见者无不动容。

见面现场，江先生的妻子张女
士告诉大家，现在她和女儿都加入
了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行列，他们要
像救命恩人一样回报社会。两位捐
者一再表示，将在奉献的道路上“永
不停步”。

但是，受“双盲”原则限制，大多
数捐、受者无缘直接见面。这时候，
受捐者的感谢信成为沟通双方情感
的最好方式。

“您同意捐献，我看到了曙光，
有了您的生命种子，我可以继续做
七旬老父亲老母亲的儿子，为他们
养老送终了；可以继续做 6 岁儿子
的爸爸了；可以继续做为我无私付
出的妻子的爱人了……由衷的感谢
您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要坚强地
活下去，不辜负您的大爱。”

这是受捐者写给捐献者申成亮
的感谢信中的一段话，字里行间真
情满溢。听到受捐者的感谢，朴实
的申成亮激动得红了眼眶。

“近距离、亲身体验捐献过程及
意义，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种震撼
是触及灵魂的。”淄博市第49例、张

店区第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高宁
说，受捐方感谢信中，那种对生命的
强烈渴望，对亲人的深深眷恋，对捐
者、对社会的真诚感谢跃然纸上，任
何人都“无法不被感动”。她说，信
中那些滚烫的话语，会让你真切感
到，“捐献是一个温暖的过程，是一
个给予和接受爱的过程，有一种奇
妙的催人奋进的力量”。

把捐、受过程看做“心灵与心灵
的对话”，几乎是所有捐献者的共同
感受，认为这是对他们捐献行为的
最大激励，是推动他们毅然前行的
更大动力。

孙波是莱钢集团型钢炼铁厂烧
结二车间的一名职工，他的捐献过
程可谓“一波三折”。第三次配型成
功，他才圆了那个早已有之的“救人
的梦想”——前两次，患者没有坚持
过来，让孙波心情无比沉重。2016
年8月29日，孙波第三次接到通知，
终于完成捐献。看到患者的感谢信
时，孙波激动得马上跟妻子一起读
了起来。“感谢供者的捐赠，向您表
示最崇高的谢意，感谢您的无私奉
献！”看着这些真诚的话语，性格沉
稳的孙波一直想抹眼泪，身边的妻
子早已哽咽。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要把这封感谢信带回家，让孩子也
看看，让她们知道，她们的父亲是一
个伟大的人。

珍惜这个“十万分之一”的捐献
机会，并将其当做教育子女、影响身
边人的宝贵财富，几乎是所有捐献
者的共同想法。

“真诚，真实，是受捐者感谢信
的最大特点。”李全太说，“这样的感
谢信，哪个捐献者读了都会感动，感
动之后就会有行动，所以受捐者的
感谢信是一种特殊而有效的志愿者
动员方式。”

肥东县实现村村一名救护员
本报讯 （庐红）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肥东县举办 2019年“村
村一名救护员”两期培训班，170
多名镇、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参
加培训。至此，肥东全县 331 个
村居全面实现“村村一名救护员”
目标。

湍口镇培训专职网格员
本报讯 （王刚）近期，浙江

省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红十字会
为全镇 39 名专职网格员开展了
一堂应急救护培训课。

溧水区救护培训进德企
本报讯 （葛润苏）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来到
德国独资企业瀚乐电子（机械）南
京有限公司，对其30余名车间工
人和行政人员进行第二期普及性
救护培训。

郎溪县志愿服务队添新成员
本报讯 （徐秋晗 陆璐）近

日，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红十字
新涛光电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
县红十字会救护培训讲师在成立
仪式上讲解了心肺复苏与创伤救
护的操作要点。

镇江“爱心妈妈”开展公益活动
本报讯 （徐炼炼）近日，江

苏省镇江市红十字爱心妈妈志愿
服务队走进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气
象里社区，帮助青少年建立心理
健康档案，促进他们健康快乐成
长。

合肥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庐红）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红十字会前往长丰县杜
集镇，为结对共建的东黄村“儿童
之家”送上文体用品，并为 10 名
贫困、留守儿童送去安徽省红十
字基金会捐献的安全书包及安全
教育教育读本。此前，市红十字
会还组织合肥学院红十字会志愿
者前往东黄村开展为期 10 天的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

哈尔滨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哈红）近日，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红十字会为水投集
团职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江干区开展博爱送清凉活动
本报讯 （王晨）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启动
“红十字博爱送清凉”活动，由区
红十字会统一采购 1.5万份清凉
茶，在火车东站、派出所、区行政
审批中心、社区（村）、建筑工地、
环卫所等145个点同步发放。

海拉尔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
党支部被中共呼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授予“先
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一名同
志被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
称号。

栖霞区盛夏送清凉
本报讯 （陈春花）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石
化村社区红十字志愿者为辖区已
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发放夏日解暑降温用品。

石景山区关爱环卫工人
本报讯 （王进）近日，北京

市石景山区红十字会积极发挥自
身优势，采取配备急救护包、看望
慰问一线环卫工作人员、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等三项措施服务保障
一线环卫工人。

栖化新村开展辅助器具评估
本报讯 （蔡传艳）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栖化
新村社区残联和红十字会共同开
展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工作，走
访辖区内残疾人家庭，对部分重
度残疾人开展辅具适配评估。

灌云县救助大重病患者
本报讯 （王丹丹）近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对
7月份以来寻求救助的大重病困
难家庭进行资料审核、会议研究、
确定救助标准，秉承公开透明、公
平公正。此次共救助12人，救助
金额共1.7万元。

六合区启动“博爱光明行”
本报讯 （潘启兵）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联合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分别
在雄州街道、马鞍街道和横梁街
道开展红十字“博爱光明行”白内
障复明行动活动，为 500 多名困
难群众进行白内障筛查。

■ 记者 王晓肖

7月末，南京市烈日炎炎，高温
难耐。该市著名景点中山陵景区游
人如织。高温之下，意外随时可能
发生。

生命健康守护站

7 月 26 日下午 3 时许，中山陵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接到景区游客服
务中心消息：一名游客身体不适，急
需救助。

接到消息后，救护站值班医生
王医生和黄护士立即带上急救箱赶
往现场。量血压、测心率、量体温
……王医生判断，游客余女士系由
于没吃早餐和午餐导致低血糖。

王医生给余女士口服2支葡萄
糖，并嘱咐她在空调房里休息。10
分钟后，余女士症状明显好转。

返回救护站的路上，王医生和
黄护士遇到一名膝盖擦伤的男孩，
他们用急救箱里的药品对其进行了
处理。

这样的紧急救护，是中山陵红
十字救护站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
救护站登记簿上，记满了他们救助

过的游客信息。仅 7 月 27 日这一
天，因为高温中暑身体不适来这里
寻求帮助的就有近10人。

中山陵景区是国家级5A景区，
年接待游客达 1000万人次，游客出
现意外、需要紧急救助的情况时有
发生。2013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援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在江苏
省签约立项，中山陵成为江苏省第
一批筹建红十字救护站的景区之
一。

自 2014 年景区红十字救护站
正式揭牌以来，中山陵景区红十字
救护站每年大约能救助 400 余人，
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总共救助了
2300余人。

快速反应，暖心服务，中山陵景
区红十字救护站获得了游客的认
可，也获得了各级红十字会认可。

志愿服务枢纽站

红十字救护站揭牌后，中山陵
职工医院院长、中山陵园管理局红
十字会秘书长史红梅想到的第一件
事，是建立一支贴近广大游客的救
护队。

2015年，在各级红十字会及中

山陵园管理局大力支持下，中山陵
博爱救护志愿队正式成立。

为尽快壮大救护志愿队，史红
梅积极发动景区工作人员和周边大
学的学生加入志愿队伍。在她的努
力下，一支由中山陵职工医院医护
人员、景区工作人员等组成的救护
志愿队正式成立，其中骨干志愿者
30余人，经常参加活动的50余人。

李浩，南京农业大学大三学生、
红十字应急救护队原队长。2016
年，南京农业大学急救队与中山陵
救护志愿队开始合作，队员经培训
后均可加入中山陵救护志愿队。“因
为想帮助更多人，所以我想都没想
就加入了。”李浩说。

如今，南京农业大学应急救护
队的 20 余名队员都参加了景区救
护队，他们不仅参加节假日期间的
景区救护服务，还轮流配合景区职
工医院医生的时间一起值班。

“志愿队的氛围非常好，大家关
系和睦，很多人成了好朋友。我深
爱这个大家庭，所以一直坚持到大
三。”因为备战考研，精力有限，李浩
不得不离开志愿队。

“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在景区

的不同位置设立 4 个救护点，每个
点至少有两名志愿者。”史红梅说。

2016年国庆节期间，灵谷寺的
桂花盛开，引来很多蜜蜂，中山陵景
区紧挨灵谷寺，许多游客被蜜蜂蜇
伤，救护站在景区设置的每一个救
护点都忙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
救护站在景区设置的救护点，最多
的时候一天救助了100多人。

救护知识宣传站

中山陵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在景
区内设有职工医院的5A级景区，加
上后来设置的红十字救护站，中山
陵景区对游客的紧急救护反应速度
迅速提升，但史玉梅对这样的速度
仍不满意。

史玉梅一直对十几年前的一次
救护经历耿耿于怀。那时，她还是
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
一次出门旅游，突遇有人心脏骤停，
得知这个消息时，她立刻赶过去，但
还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护时间，最
终没能挽救那位游客的生命。

未能成功挽救患者生命，让她
感到愧疚不已，同时也让她意识到：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急救，也许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成
为中山陵职工医院院长后，在为景
区工作人员服务的同时，她一直非
常重视对景区游客的紧急救护，红
十字救护站的建立，为她提供了一
个绝佳平台。

“景区总共有工作人员八九百
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接受过我们的
救护培训。”史玉梅笑着说。

救护站成立后，史玉梅调动职
工医院资源，通过救护站这个平台，
每两个月定期对景区内的所有员工
进行一次急救培训，遇重要节假日
或者重大事件，他们还会临时为志
愿者们进行培训。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史玉梅说。如今，在中山陵
景区，景区所有工作人员都具备了
主动发现和帮助游客的意识，同时
也都掌握了一定的红十字急救知
识，这大大提升了对游客生命安全
的保障。

在史玉梅看来，红十字救护站
是一个让人安心的温暖的存在。“每
次我去哪里旅游，只要看到那里有
红十字救护站，我就觉得很有安全
感。”这也是很多游客的心声。

“看到它，觉得很安心”
——记南京市中山陵红十字救护站

近日，95岁的高龄共产党员、抗战老兵周仁甫来到武警响水中队，给
官兵宣讲红色故事。

周仁甫老人16岁投身革命，从部队转业到地方20多年来，先后捐出
30余万元用于灾区重建、助学济困、修路铺桥等。作为全市红十字会志
愿服务最年长的志愿者，2015年，他被评为“中国好人”。近期周老还被
国家四部委联合表彰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是江苏省盐城市唯一获此
殊荣者。

图为周老与战士们互行军礼。 （陈东海）

“老兵新传”

■ 徐嘉漪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
志愿者精神，“人道、博爱、奉献”
是红十字精神，这两种精神也是
我毕生坚持的信念。

2016年，上海开办小学生爱
心暑托班，该项目是市政府实事
项目之一，旨在缓解全市小学生
暑期看护难问题，引导和帮助小
学生过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
期。自2017年起，我有幸连续几
年参与该项目。经过市红十字会
的专业培训，我作为志愿者进入
爱心暑托班，向小学生传授应急
自救知识。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平时
面对的人大多是患者，而在志愿
服务中我要面对的是朝气蓬勃的
小学生。如何让他们听懂、学会
并接受这些看似生硬专业的救护
知识，是我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如何将爱心暑托班的公益课
上好，让更多的孩子懂得面对危

险时采取哪些措施，是红十字生命
健康安全教育课的真正意义所在，
也是我作为红十字志愿者的意义所
在。每次去爱心暑托班上课前，志
愿者会在一起反复讨论教案，我在
家会对着孩子试讲，大家尽心尽力，
只为讲好一堂“救命课”。

上课时，我会结合多媒体动画
和问题引导，让学生在一问一答的
互动中深度参与，开动脑筋；我还会
手把手教小朋友简单的包扎护理和
防护技巧。鲜活的故事案例和灵活
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乐有所学，学有
所思，思有所获。虽然每堂课有45
分钟，但我和孩子们都意犹未尽。

在传授红十字急救知识的同
时，我也在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前不久，我参加并获得了“基础
生命支持（BLS）”培训证书。

准确专业的健康引导对人的生
命安全和健康至关重要，作为红十
字志愿者，我愿为之奉献一生！

（作者系上海市南丁格尔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队员）

本报讯 （吴文俊）近日，江
苏省徐州市红十字会召开第十次
会员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周铁根，省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齐敦品
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庄兆林，市政协主席王
安顺，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徐
大勇，市领导冯其谱等出席，副市
长、市红十字会会长李燕主持大
会开幕式。

齐敦品在讲话中高度评价徐
州市红十字会工作取得的成绩，
希望徐州市红十字会在市委、市
政府领导下，以这次会议的召开
为新的起点，提高政治站位，聚焦
主责主业，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
量发展。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
高人道服务能力和水平。扎实工
作、开拓进取，奋力谱写徐州红十
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加
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周铁根强调，全市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和改进对红十字工
作的领导，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

的实际困难和矛盾问题。各级红十
字会理事单位要主动协调配合，为
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搞好服务、提供
支持。他要求全市各级红十字组织
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共同建设守
望相助、有情有义的大爱彭城。要
加强公信力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把红十
字会打造成为敬业奉献、清正廉洁、
人民信赖的社会组织。

会议选举产生了徐州市红十字
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和徐州市红十
字会监事会监事。随后召开了十届
一次理事会和第一次监事会。聘请
周铁根、庄兆林为市红十字会第十
届理事会名誉会长，选举李燕为徐
州市红十字第十届理事会会长，选
举吴颖为徐州市红十字会监事长。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代表和志愿
者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
还表彰了 2014—2018 年度徐州市
红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优秀基层组织、优秀会员、优秀
志愿者和“人道万人捐”先进单位。

徐州红会召开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

做个“播种安全”的人

本报讯 （蓉红）8月 1日，在
四川省红十字会大力支持下，成
都市红十字会、成都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启动四川省红十字基
金成都退役军人关爱援助专项基
金，在全国红十字系统率先试点
退役军人关爱援助项目。

全市 45个爱心企业、社会组
织和爱心人士参加启动仪式并现
场举牌捐赠。

项目启动后，市红十字会将
积极整合人道资源，依托四川省
红十字基金会在基金管理和公募
平台影响力及专业化的优势，对

我市患重大疾病、遭遇意外事件和
自然灾害以及其它特殊困难的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进行关爱
援助，让困难退役军人感受到社会
的关心和温暖，推动全社会尊崇军
人、关爱退役军人。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退役军人关爱援助项目是成都
市红十字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具体行动，也是
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人道领
域助手作用的重要体现，我们将不
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为在全省推广
当好先行军。

成都红会试点退役军人关爱援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