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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之中显担当
——浙江省红十字会积极组织救援救助力量参与防汛救灾工作纪实

■ 李伊平

入汛以来，浙江省各级红十字
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防汛救灾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
参与救灾救援、实施人道救助。

据统计，浙江省有 63支红十字
应急救援队共计 8770 人次参与备
勤值班和社区、水库、河堤安全巡防
工作，志愿服务时间累积超过10万
小时。全省有 28 支红十字救援队
1260人次参加救灾救援任务，转移
受困群众、学生5000余人。

加强部署 积极统筹应对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全国红
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
后，省红十字会迅速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贯彻落实，对防汛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动员。

根据新的防汛形势和工作要
求，省红十字会制发文件，要求全省
各级红十字会进一步深化与应急管
理部门的联动合作，加强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随时启动救灾和物资保
障各项预案，规范灾情报送、救灾款
物发放、救援队派遣等工作流程；进
一步加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完善派
遣管理，有针对性地强化队伍演练
培训，提高实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

“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进一步
加强救灾物资储备，畅通物资输送
通道，确保一旦发生灾情，相关物资
能第一时间运抵灾区，送到受灾群
众手中；进一步加强舆情处置能力
建设，关注舆情，大力宣传防灾救灾
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及其感
人事迹，引导社会各界理解支持红
十字会工作，营造有利于事业发展
的良好舆论氛围。

闻“汛”而动 千里驰援皖赣

因全国出现连续多轮强降雨天
气，短时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安徽
与江西部分地区告急，出现严重洪
涝灾害。7月 15日至 29日，省红十
字会按照总会指令，紧急运送单帐
篷、棉被、毛巾被、家庭包、折叠床等
五批救灾物资，驰援安徽和江西灾
区。全省 10 余支红十字救援队负
重前行，千里驰援安徽和江西洪涝
重灾区，协助开展搜救受困群众与
转移救灾物资等工作。

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救援队长
途跋涉，接连赶往江西省鄱阳县、安
徽省枞阳县开展群众转移、物资运
输、平安巡防等救灾工作。7 月 13
日至14日，派出15名救援队员携带
冲锋舟及各类相关水域救援装备赶
赴鄱阳，在长达72小时的连续救援
中，救援队共借助冲锋舟转移受困

群众296人，依托发电机帮助671户
村民手机充电，为当地民众筑起了
一道“安全网”和“爱心堤”。7月20
日至 22日，又派出 17名救援队员，
赶赴安徽枞阳和庐江，进行巡堤排
查、转移群众和物资。

7月8日，温岭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台州市红豹救援队）第一梯队
6人携 3艘冲锋舟和切割、破拆、抛
射枪等救援装备，直奔江西省鄱阳
县，投入到转移受困群众的救援任
务中。由于受困群众多，10日又组
织 12 名队员组成第二梯队驰援鄱
阳。此次救援累计转移受困群众
1200余名，运送矿泉水200箱，方便
面 200 箱。副队长、鄱阳抗洪一线
负责人陈辉说：“洪水深 4 米多，我
们主要是转移老人和小孩。有些地
方被淹困三四天，急需的生活物资，
我们从外界送进去。”

7 月 22 日晚，杭州市临安区红
十字北斗救援队驱车6小时抵达灾
区，截至 7 月 25 日下午，共搜救出
25名受困群众并转移至安全地点，
圆满完成救援任务。7 月 24 日下
午，丽水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派出
6名救援队员，携带2艘带动力冲锋
艇和各类救援装备，从丽水出发，驰
援安徽庐江。在救灾现场，救援队
员从早晨忙到黑夜，平均每人每天
的水面时间不超过 5 个小时，顾不
上吃饭和喝水，转移受灾群众和物
资。

快速行动 参与当地救援

受汛期影响，浙江遭受多轮强
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量突

破历史极值，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
浙江多支红十字应急救援队迅速集
结，时刻保持枕戈待旦、快速反应的
备战状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
抗洪救灾工作。

7月7日，受强降雨和新安江水
库开闸泄洪影响，杭州市多处启动
防汛Ⅰ级应急响应，全市多支红十
字救援队迅速出动，参与当地防汛
救灾。桐庐县红十字会富春公益救
援队队员们，冒着风雨淌着积水，分
批次在江边巡逻，劝离群众，并帮助
群众转移生产生活物资等。建德市
红十字水上救援队根据当地防指安
排，积极组织队员们参与防汛救灾，
协助海事处巡查江面查看停泊船只
情况，开展转移受灾人员和搬运物
资等工作。

衢州市先锋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柯城区雄鹰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万洋·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龙
游县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江山市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常山县启天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和开化县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等 7 支队伍迅速集结，第一
时间赶赴受灾现场参与救援，并在
安置点提供后续服务工作。

迎战台风 坚守救援一线

汛期刚过，台风季来临。8月4
日凌晨 3 时 30 分前后，今年第 4 号
台风“黑格比”在乐清市沿海登陆，
给浙江省多地带来强降水、大风天
气。其中，温州、台州部分地区受灾
严重，主要是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
涝和小流域山洪。

全省红十字系统迅速行动，全

力投入抗台救灾工作。省红十字会
加强部署，要求全系统加强与各地
应急管理、防汛抗旱等部门联动，主
动申领救灾救援任务，切实履行法
定职责。根据玉环市红十字会上报
的灾情需求，省红十字会第一时间
拨付家庭包 1000 个，毛巾被、薄棉
被各 1000 条，价值 37.6 万元，该批
物资已于8月4日晚运抵灾区，预计
受益人群4000人。

截至5日下午4时许，玉环市红
十字会组织的红十字救援队员、会
员和志愿者，已将省红十字会下拨
的物资全部紧急调拨到各乡镇街
道，并发放到群众手中。

全省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红十
字会员和志愿者迅速出动，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参与防台救灾工作。温
州市、金华市、台州市、丽水市及其
所辖县（市、区）红十字救援队积极
参与防台救灾工作，搜救、转移受困
群众。省红十字（东阳）大众卫生与
供水救援队先后组织 43 名救援队
员，使用救援车辆 8辆、冲锋舟 4艘
和各类抢险装备，前往辖区千祥镇、
南马镇、画水镇等地开展抗台救灾
工作。永康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出
动60余名队员，调动11辆救援车、3
艘动力皮划艇等各类抢险装备，日
夜值守辖区各受灾点，开展防台救
灾工作。

截至 8 月 5 日 11 时，全省红十
字系统共有71支救援队（志愿服务
队）2934 名救援队员、红十字会员
和志愿者参与抗台备勤，其中18支
红十字救援队 1539 名队员出勤抗
台救灾，共转移、解救群众2806人。

磨砺以须 闻令而动
内蒙古、广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汛期帮扶救助及救援演练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本报讯 （宗红）入汛以来，我

国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与国家减灾委、应急管
理部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做好防汛
救灾工作，启动应急响应36次。

总会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先
后向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
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河南、黑龙
江、内蒙古等 12 个受灾省份调拨
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服装、
单帐篷、折叠床等救助物资及紧急
救灾备用金，款物价值共计 4122
万元。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
会向贵州、湖南、安徽、江西、湖北
等地支持家庭包和救灾资金，解决
受灾群众的部分基本生活需求。
对于以上救灾款物，总会及时跟进
追踪分配发放情况，确保救灾款物
及时到达受灾群众手中。

灾区各级红十字会把防汛救
灾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依法履职尽
责，积极组织红十字救援队赶赴灾
区搜救遇险受困人员、协助转移安
置受灾群众、运送发放救灾物资、

为临时安置点提供志愿服务，充分
发挥了红十字救援队防汛救灾突
击队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安徽、浙
江、福建、贵州、湖北、湖南、广东、
山西、四川等受灾地区各级红十字
会共向灾区派出水上救生、搜救、
赈济等救援队伍450队次、救援队
员和志愿者共计 1.51余万人次参
加救援工作，直接或协助转移受
灾、受困群众2.32余万人。

此外，按照总会领导对国家减
灾委《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
势分析报告》的批示要求，重点做
好北方地区和四川、湖北、安徽、江
西等暴雨洪涝灾害高风险地区的
救灾救助准备。指导8月3日以来
遭受洪涝灾害的青海、山西省红十
字会和8月4日以来遭受风雹灾害
的辽宁省红十字会开展救灾工作。
持续关注台风动态，重点协调浙
江、江苏、上海 3 省（市）红十字会
继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响
应、救援物资调拨、救援队备勤出
队等各项救援救助准备。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救援队在江西省鄱阳县转移受困群众 （浙红）

本报讯 （宗合）入汛以来，全
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冰雹天气，引发
了洪涝等灾害。面对灾情，内蒙古
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
积极组织开展了汛期帮扶救助及救
援演练等工作。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
根据呼伦贝尔市等 5 地上报的灾
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从
通辽市和乌兰察布市备灾中心调拨
价值 30.378万元物资，分别向呼伦
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调拨拉纤帐
篷 300 顶，向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
尔市调拨赈济家庭包 600 个，用于
当地受灾地区紧急阶段救灾救助工
作，助力恢复生产生活。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为了积
极应对当前的防汛抗灾形势，提高红

十字会的应急救援能力，确保在公共
突发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能
快速动员红十字赈济救援专业力量

开展救援工作，8月1日至2日，北海
市红十字会举办赈济救援队第13期
培训班，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员和志

愿者约30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以北海市某区连降暴雨

导致房屋受损、农田失收、多人受灾
等为背景，从北海市红十字会启动应
急响应，到救援队调动派遣、营地建
设、灾情及需求评估、制定救灾方案、
仓库设置与管理、物资发放、装备培
训及操作等赈济救援科目，全面模拟
救援队在灾区的工作和生活，在演练
中进一步磨合队伍的组织指挥、协调
联动等工作机制，不断提升队员的赈
济救援专业知识和能力。

演练中，受今年第3号台风“森
拉克”影响，出现了连降暴雨侵袭、
酷暑高温等恶劣天气，但队员们团
结协作，圆满完成了各项实地演练
任务，为今后更好地完成灾害救援
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海市红十字会在救援演练中 （桂红）

北京红会组织系列活动纪念建军93周年
本报讯 （京红）按照北京市

委、市政府和北京卫戍区《关于认
真做好 2020年“八一”期间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市
红十字会制定工作方案，以“军民
携手奋进、共铸百年梦想”为主题，
通过组织军转干部座谈、开展军营
体验主题党日、走访慰问部队等系
列活动隆重纪念“八一”建军节，推
动形成全市红十字系统关心国防、
尊崇军人的时代风尚。

7月30日，市红十字会党组召
开军转干部座谈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李宝峰等领导出席并讲

话。市红十字会在职军转干部占
在职干部总数的 44.2%，在机关部
室和直属事业单位担负着重要职
责，在推进市红十字会改革发展稳
定、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的进程中，
闻令而行、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
彰显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革
命军人的光荣传统，赢得了全会同
志的由衷敬佩。军转干部们在观
看了反映军转干部军旅生活的短
片后，踊跃发言，畅谈转业以来的
心路历程，表达了退伍不褪色、建
功红十字的坚定信念。

广西红十字援鄂抗疫救援队员获表彰
本报讯 （桂红）7月 27 日，为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勇于担当、无私无畏、英勇顽强的
昂扬斗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政府在南宁召开 2020年自
治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专项奖励
颁奖大会，隆重表彰自治区在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
突出的先进个人。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给予援鄂、赴柬埔寨抗疫人员奖励
的决定》中，对全区援鄂、赴柬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的 1079名同志予以通令嘉奖。广
西红十字援鄂救援队三名队员荣
获奖励。其中，自治区红十字会监
事会副监事长李红荣获一等奖，也
是全区红十字系统中唯一荣获一
等奖的工作人员；来宾市红十字会
办公室主任谭周玉、中国红十字
（广西）赈济救援队副队长何振鹏

荣获三等奖。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给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中担当作为表现突出个人奖
励的决定》中，对全区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 200 名同志予以通令
嘉奖，其中，梧州市红十字会赈灾
救护部科员邱颖同志荣获三等奖，
是全区红十字系统中唯一荣获该
奖项的人员。

2月21日，受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派遣，广西红十字援鄂救援队三
名队员出征湖北武汉，在一个多月
的救援工作中，主要负责协助汇
总、追踪全国红十字系统援鄂物资
去向，并协助总会工作组做好后勤
保障、开展转运、联防联控等外勤
工作，累计汇总、整理全国红十字
系统援鄂物资信息 1000 条，提出
工作建议45条，出勤近30次，圆满
完成了总会安排的各项任务。

吉林红会表彰抗疫志愿者和捐赠者
本报讯 （邵敬懿）经吉林省

人民政府同意，原定于2020年5月
28 日召开的“全省红十字会抗疫
志愿者和抗疫捐赠总结表彰大
会”，于 7月 30日在长春召开。此
次会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等 7 个
部门联合主办，省委组织部、宣传
部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会议。

省政府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
长安立佳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和
省长景俊海委托，代表吉林省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出席大会并讲话。

会上，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吉
林敖东药业集团等 5 家爱心捐赠
企业代表，2 名爱心捐赠个人代
表，吉林省红十字会支援武汉重症
患者转运队队员抗疫志愿者代表

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大会对 206家爱心捐赠企业、

145 名个人和 30 名红十字志愿者
进行了表彰并颁发奖牌及荣誉证
书。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吉林
省红十字会系统累计接受捐赠款
物合计2.98亿元，其中捐款1.32亿
元，物资价值1.66亿元。累计支出
款物 2.96 亿元，其中捐款支出 1.3
亿元，捐赠物资支出 1.66亿元，款
物支出比例达到99.33%。

会 后 ，省 红 十 字 会 召 开 了
2020 年上半年工作会议，对下一
步做好全省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和全面推进省红十字系统改革等
工作提出要求。

湖北红会选派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
本报讯 （涂文涛）“要提高政

治站位，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要求上来，认真落实‘双报到、
双报告’制度，把下沉社区工作抓细
抓实，助力基层社会治理。”7月27日
下午，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高勤在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工作动员会上对工作队提出要求。

近日，湖北省委办公厅 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党建引
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湖
北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
沉社区实施办法》等 5 个文件，省
红十字会党组高度重视，专题学习

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
组，组建下沉社区工作队和应急突
击队。当天会后，高勤带领工作队
到下沉社区报到，与街道相关负责
人进行座谈并就工作进行了对接。

据了解，省红十字会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以深化“双报到、双报告”
制度为抓手，以基层组织添活力、
党员干部受教育、居民群众得实
惠、社区治理上水平为目标，推行
工作、服务、考核、整改四个清单，
同时严格落实相关纪律要求，为构
建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区治理格局贡献人道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