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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服务让群众安心如家
——江西省上饶市红十字会开展服务受灾群众安置点工作综述

■ 记者 贺晔

“爷爷，稍微在旁边等一下，下
一个就给你剪。”

7 月 17 日晨，江西省上饶市鄱
阳县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五一小
学的一楼走廊内，理发师小李满面
笑容地和他的伙伴们正在为受洪
灾影响的群众提供义务理发服务。

五一小学安置点是上饶市红
十字会受政府指派协同管理和服
务的三个受灾群众安置点之一。

红十字服务一线救灾

让红十字会参与安置点管理
和服务工作，是驻点鄱阳县指挥抗
洪抢险工作的上饶市市委副书记、
市长、市防指总指挥陈云的决定。7
月12日，陈云在抢险一线督导指挥
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时，肯定了红十
字会救灾工作的努力和成效。

6 月 29 日以来，江西省受连日
暴雨影响，鄱阳湖水位不断上涨。
因防汛形势严峻，为了降低鄱阳湖
水位，湖区 185 座单退圩堤全部主
动开闸分蓄洪水。截至 7 月 13 日
11时，上饶市受灾人口1436367人，
紧急转移安置 176458 人，78691 人
需紧急生活救助。其中，鄱阳县受
灾人口 714526 人，直接经济损失
57782万元。

灾情就是命令。上饶市红十
字会先后向鄱阳、婺源、德兴、广
信、广丰、玉山、铅山、信州等下发

价值近30万元物资。
7月8日起，市红十字会调派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200余名队员在鄱
阳、婺源等地实施救援，转移近千
名群众。

9 日上午，上饶市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曹海燕等带队前往灾情
最重的鄱阳县，为受灾群众送去价
值79464元的赈灾家庭包258个，价
值13200元的毛巾毯220条，并实地
勘察水灾现场，进行灾情统计。

10日，上饶市红十字会第二批
救灾物资驰援鄱阳。下午 4 时，三
辆卡车载满价值近 25 万元的救援
物资运抵鄱阳，包括赈灾家庭包
652个，毛巾被800条。市红十字会
专职副会长余连盛随队来到受灾
群众集中安置点，看望慰问受灾群
众和红十字志愿者。

考察一线救灾情况后，陈云对
上饶市红十字会前期救灾工作做
出积极评价。

12 日，陈云在防汛会议上，指
派市红十字会、团市委、市妇联等 3
个群团参与安置点的保障工作。
根据上饶市政府工作安排，市红十
字会承担起鄱阳县五一小学、家声
小学、澹湖小学等三个受灾群众安
置点的服务工作。

“五位一体”服务受灾群众

“接到任务后，市红十字会马
上与三个安置点一一对接，了解需
求，研究落实办法。”曹海燕表示，

“因情况特殊，市红十字会借鉴以
往救灾经验，决定按照有为、有序、
有效、有感的思路，在安置点启动

‘五位一体’服务模式。”
市红十字会承诺做到安置群

众生活保障“五有”（有饭吃、有水
喝、有床睡、有澡洗、有基本生活用
具）、秩序保障“五到位”（安置台账
到位、制度建设到位、网格建设到
位、服务设施到位、宣传舆论到
位）、健康保障“五防”（防疫情、防

“四害”、防传染病、防心理疾病、防
其他突发事项）、应急保障“五常”
（水电气常排查、现场救护常宣传、
信息咨询常畅通、入住人员常排
查、群众诉求常处理）、组织保障

“四强化”（强化战斗堡垒、强化职
能服务、强化志愿服务、强化责任
纪律）。

自 12日起，曹海燕带领市红十
字会 14 名工作人员轮流蹲点值守
三个安置点，协助和支持当地政
府，助力受灾群众恢复正常生活。

“工作人员的任务是与当地乡
镇党委政府沟通，了解安置点现存
困难和问题，完善部分管理制度，
协调联系物资援助和志愿服务
等。”曹海燕介绍。

驻点服务开展的第一项工作，
是在三个安置点分别成立临时党
支部，加强一线指挥和执行力。

其次，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在五
一小学、家声小学、澹湖小学安置
点开展志愿服务，为安置点提供人

员进出登记、搬运物资、环境整治、
维持派餐秩序等服务。

最后，市红十字会对接上级红
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为家声小学、
澹湖小学安置点送去100个赈灾家
庭包。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物资捐赠，为受灾群众提供部分
日常生活用品。

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随着灾情持续，上饶市红十字
会服务安置点工作也遭遇了许多
困难。

“驻点时间不断延长，市红十
字会的人力、物力已经消耗到极
限。”曹海燕介绍，要满足受灾群众
多样化需求，市红十字会努力发挥
自身资源动员优势，组织更多红十
字志愿者加入到驻点服务工作中，
弥补人员严重不足的短板。

在五一小学，除了动员专业理
发师成为红十字志愿者，还有来自
爱尔眼科的医疗红十字志愿者为
受灾群众做眼健康检查，宣传健康
用眼知识。

安置点里设有医务室，可以为
群众解决头疼脑热等常见问题。
受灾群众中妇孺居多，老人们有的
患有眼疾，部分孩子用眼习惯不
好，市红十字会特邀眼科专家到安
置点做专项检查。仅17日一天，专
家们在三个安置点为280多名群众
做了眼健康检查。在市红十字会
安置点服务组的带动和影响下，受

灾群众中有 27 名加入了红十字志
愿者队伍，一同参与安置点服务工
作。

20 日，市红十字会接到通知，
五一小学和家声小学安置点需整
体搬移。对人员较少的市红十字
会来说，这是一次考验。为使搬移
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市红十字会多
次召开转移安置点调度工作会，既
要照顾到受灾群众意愿，又要充分
考虑到如行动不便的老人等问题
特殊性。

21日晨，一辆救护车载着98岁
高龄老人及她的残疾儿子和年岁
已高的儿媳妇驶出五一小学安置
点。市红十字会安置点迁移工作
开始。

此时，两个安置点一片忙碌景
象。红十字志愿者帮助受灾群众
清点、打包、搬运物资用品，维护生
活秩序和路途安全。21日晚，五一
小学安置点800余人及家声小学安
置点 100 余人的搬迁工作顺利完
成。

22日，新安置点秋实学校近千
名受灾群众开始了新的生活。红
十字志愿者又开始忙碌规范寝室
管理、物资领用、引导新入住人员
登记、引导医护人员体温检测等服
务工作。

“多亏了红十字志愿者的帮
助。这些‘红马甲’活跃在安置点
的各个角落，为稳定抗洪大后方贡
献着红十字的力量。”曹海燕说。

8月1日上午，河南省洛阳市红十字会组织神鹰救援队346人在滨河
南路王城大桥西开展夏季山地水域飞潜联合救援演练。参演队员们有
序开展水域搜救、空中搜救、事故现场破拆等救生救援工作，演练过程中
连续解决数起险情，取得预期效果。 洛红/摄

“神鹰”展风采

曾参加红十字会应急救援培训，现为浙大户外安全急救队AHA导师

杭州95后大学生“旷工”2小时救人

南京市秦淮区红十字急救老师上班途中救人

合肥小学生为抗洪救灾“捐出压岁钱”

洪水中的勇士，清江上的“卫士”
——湖北省恩施冬泳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参与抗洪救灾侧记

淮南慰问受灾村民

本报讯 （陈玉琴）8月 2日，
安徽省淮南市红十字会 20 余名
志愿者到寿县隐贤镇牌坊村看望
慰问受灾群众和防汛一线村民，
送去价值 7.5万元的防汛救灾物
资。

东城区参观战“疫”主题展

本报讯（东红）7月31日，北
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处级理论中
心组（扩大）学习参观了由东城区
委区政府主办的“我们在一起”—
东城战“疫”主题展览。党组成
员、党支部成员和科级以上党员
干部参加。

安福县“摆摊”普及急救知识

本报讯 （李柳根）近日，江
西省吉市安福县红十字会通过

“摆夜摊”方式开展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活动，志愿者用“我讲你看，
你练我导”的方法给现场群众宣
讲应急救护知识。

庆元县开展防台防汛宣传

本报讯 （周福华）8月 3日，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红十字会赴
联系村安南乡东村结对帮扶农户
家中开展防台防汛宣传，提醒农
户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呼市举办应急救护师培训班

本报讯 （呼红）8月 3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在和林格尔
县举办。本次培训班将为和林格
尔县应急救护师资队伍增加7位
应急救护培训师。

燕华社区志愿服务老人义诊

本报讯（栖红）7月28，江苏
省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燕华
社区在众善居家服务中心开展公
益义诊活动，社区红十字志愿者
为义诊服务，维持现场秩序，引导
老人有序排队等待进行测血糖、
血压、骨科咨询。

云霄县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云红）8月 1日，福
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红十字会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 40 余名队员开
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盐都区开设暑期应急救护班

本报讯 （王金海）8月 1日，
江苏省盐城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和
盐都区红十字会联合在盐都区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内为学
生开设暑期应急救护知识课堂，
近50名中小学生参加。

曲靖召开五届三次理事会

本报讯 （李正莲）8月 1日，
云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第五届理
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依法
变更理事 9名，增补理事 1名，罢
免理事1名，变更监事1名。

安远县组织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张岚）7月30日，江
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红十字会组织
了一场以“爱心相伴，红十字‘救’
在身边”为主题的急救培训活动。
安远县红十字会干部和志愿者共
15人参加。

鄠邑区推进急救知识万人学

本报讯（鄠红）7月29日，陕
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利用
在中楼文庙广场为来往群众免费
培训急救技能，讲解演示心肺复
苏方法，并现场发放急救知识手
册100本、宣传袋100个。

利津县举办应急演练活动

本报讯（李茂友）7月31日，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在
利津街道津苑社区举办了生命健
康安全教育项目应急演练活动
（第一期），社区居民共计 300 人
参加。

武鸣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南红）7 月 30 日，
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区红十字会
到南宁市公安局武鸣分局开展万
人应急救护专场培训会。此次培
训对提高公安民警、辅警在突发
事件中自救互救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

湖州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湖红）近日，浙江
省湖州市红十字会走进公安系
统、学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其
中，为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 300
余名协辅警开展两期培训；为湖
州艺术和设计学校救护培训基地
100 余名中小学教师、市属学校
班主任和校医开展救护员发证培
训，分三期进行。

■ 恩红

受连日强降水影响，湖北省恩
施州恩施市多地出现洪涝灾情。恩
施冬泳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主动
出击，在抗洪救灾中积极贡献红十
字力量。

潜入急湍，保一城用水

7 月 21 日，恩施市清江上游屯
堡乡马者村沙子坝发生滑坡，清江
水源地大龙潭水库受泥石流影响，
致使城区供水中断。当晚11点多，
恩施市自来水公司二水厂厂长陈建
民求助恩施冬泳协会，希望协会能
够派出有经验的潜水员下潜探测抽
水点。

抽水点位于金山大桥下游 200
米、小渡船变电站上游 300 米的位
置，由于该抽水点的管道及水厂配
套设备已十年未曾启用。抽水管很
可能被泥沙掩埋，或被树枝、杂草封
堵。检测这套设备能否继续工作，
并不容易。

“没问题，马上安排。”接到陈建
民的求助电话后，恩施冬泳协会很
快确定了探测方案，派出恩施冬泳
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下潜探测。

7 月 22 日一早，恩施冬泳红十
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员廖福智和其
他6名队员到达下潜水域岸边。穿
戴好专业设备后，救援队坐上冲锋
舟靠近抽水管。

上午 8点 50分，在恩施市消防

大队、中铁市政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廖福智沿着抽
水管跃入浑浊而湍急的江水中。

“下水后发现，江水十分浑浊，
什么都看不见，我只能靠双手在抽
水口摸。”廖福智说。

凭借多年经验，廖福智潜到水
下 4至 5米处，找到抽水管进水口，
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他用手探
知到两根抽水管中，一根基本没有
堵塞，另一根泥沙堵住了一半，但水
管内还有空间，应该不影响抽水。
探明水下情况后，廖福智一行返回
岸边，向在场的州、市领导以及自来
水公司负责人反馈了情况。

听到这个好消息，在场人员松
了一口气。

勇进激流，护一方平安

7月17日，因特大暴雨，市凤凰
码头趸船一根牵引绳断裂，恩施冬
泳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接到市交
通局求助电话，紧急派出救援队员
奔赴前线应战。

当时凤凰码头一片汪洋，步梯
几乎全被洪水淹没，原本停靠在岸
边的恩港 202 趸船，已经被冲到离
岸近10米的河水中央，由于其中一
根牵引钢缆绳已经断裂，趸船在汹
涌波涛中飘摇不定。

市交通局海事处、市消防大队
和市冬泳协会 11 名赶来的队员在
岸边集结。

“其他的牵引绳随时可能断裂，

情况十分危急，必须马上换新绳！”
“新绳一端已在岸上固定，另一端要
人上船作业！”眼下洪流奔腾翻涌，
别说普通人，这些有几十年泳龄的
老将都发怵。思索间，船尾忽然传
来“嘣”的一声脆响，大伙儿的心也
跟着一沉——不好！牵引绳又断一
根！

“不能等了，卢会长你骨折还没
痊愈，这次我上！”话音刚落，已经年
满 67 岁的老将唐永祥便跳入激流
之中，他不断调整角度，奋力向趸船
游去。岸上众人都屏住了呼吸紧盯
唐永祥，眼看他一点一点向船体靠
近。

唐永祥顺利靠近趸船成功抓住
缆绳，岸上传来一阵掌声和欢呼！
然而，由于水流冲击力太强，唐永祥
两次试图上船都失败。岸上同伴的
喊声已略带哭腔：“老唐，千万别松
手，挺住！”

稍作停顿休息，唐永祥缓了缓
劲，双手用力一撑，他终于成功登上
趸船！从下水到上船，唐永祥一共
用了46秒，却经历了生死考验。

雨越下越大，“1—2—3”的号子
声在岸边响起，众人数次合力之下，
牵引钢缆绳终于顺利上船，救援队
员陈玉富随后也上船协助固定牵引
绳，趸船终于被扳正固定，成功脱
险。

在红十字救援队和各方救援力
量的共同努力下，下游的风雨桥和
清江桥安全了。

■ 钟玮 何佳妮

夏振辉是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一
家物业公司的新职工，今年 21 岁，
大学刚毕业。

7月30日午后，室外热得生烟。
夏振辉忙完一上午，刚准备闭眼睛
眯一会儿，手机上的“互联急救”
APP传来一条急救求助信息。

“坏了！借我电动车！”
有人触电了，在一公里外的另

一个小区。没等同事反应过来，他
已经冲出了门。

“无故旷工”2小时，闯红灯救人

夏振辉工作的物业公司距离事
发小区——方家花苑 900多米。他
说，骑上车的那一刻，就已经在脑子
里规划出了一条快速路线。

刚出发不久，就遇上一个红灯。
夏振辉万分着急，在确认周围无车
后，他一咬牙闯了过去。到达现场，
他下意识地看了眼时间，只用了 5
分钟。

现场是小区的一间楼底商铺，
正在装修施工。一位年轻工人在没
有断电的情况下安装线路，接错线
后触电倒地，不省人事。“我是红十
字救护员！”表明身份后，夏振辉迅
速跪下观察患者情况。

患者没有意识，呈喘息样呼吸，
需要马上心肺复苏。快速判断情况
后，夏振辉和另一位志愿者开始轮
流进行胸外按压。随后，夏振辉又
跟随救护车护送患者到医院。因为
现场急救及时，患者在送达医院抢
救5分钟后就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
跳。确认患者无生命危险后，夏振
辉就自行离开了。

“下午回去晚了，领导给我打了
电话。我说在外面有事情，马上回
去，心里很忐忑，毕竟是上班时间跑
出来。他（患者）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我就算被领导说几句，也无所谓
了。”

机缘之下，成为急救志愿者

这不是夏振辉第一次救人。
2019 年 9 月，夏振辉在电梯口

抢救了一位心跳骤停的大伯，因此
获得了浙江省红十字会优秀志愿
者奖金。2020年疫情期间，他把这
笔奖金加上自己攒的工资悉数捐
出。

夏振辉说，自己本身是个马拉
松运动员，经常听到一些选手突发
疾病猝死的事，“我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在大学时期就报名参加了红十
字会组织的应急救援培训”。2019
年 3 月，他参加了杭州市西湖区红
十字会的CPR和包扎技术培训，后
来进入了浙大户外安全急救队成为
一名志愿者，现在浙大户外安全急
救队AHA导师。

夏振辉提到，在“互联急救”
APP上传救护员证注册并通过审核
后，就能成为其中一名急救志愿者。
这意味着，在杭州市急救中心接到
急救电话派出救护车后，附近的志
愿者会同时收到求助信息，及时赶
赴现场，让患者在“黄金 5 分钟”之
内获得救助。

夏振辉说：“别人一辈子可能都
碰不上这种紧急事情，我竟然碰到
两次，还有人和我一起到达急救现
场。急救技术和软件推广后，会有
越来越多的救护员加入进来，做生
命的守护者。我对此非常期待。”

本报讯（黄鹂）7月31日，江苏
省南京市秦淮区红十字会到红花街
道为居民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受到
居民欢迎。不久前，红花街道还发
生了一件让人感动的“急救事件”，
为居民上演了一堂急救实操课。

红花街道居民高顺娣是秦淮区
红十字会的急救培训老师。几天

前，高顺娣在上班途中遇到一位老
人在台阶上摔倒，便立即上前查看。
见老人头部有一个约5厘米长的伤
口不断涌出鲜血，她从包里找出纸
巾，对伤口进行覆盖按压，同时指导
路人拨打 120 电话，告知伤者情况
及地点。在高顺娣帮助下，老人被
及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本报讯 （庐红）8月 3日下午，
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名城小学三（1）
班学生李泽宇、谢雨欣、王章锐和家
长来到市红十字会。“同学们在电视
里看到解放军叔叔很辛苦，很想为
他们做一点贡献，所以我们在班级
群里呼吁大家以捐款的形式表达爱

心。”一位学生家长表示欣慰，“平时
孩子花钱很节省，这次却大方从自
己的存钱罐里掏出压岁钱来捐款，
我很开心。”

在学生家长的动员下，大家最
终收到捐款 2000元，并通过市红十
字会将善款捐到抗洪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