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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本报讯 （湖红）进入暑期以
来，浙江省湖州市各级红十字会
集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乡村、
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向市民普及
防溺水、防中暑等急救知识。

吴兴区 7 月 10 日，月河
街道红十字会在

南园社区开展急救知识培训，重
点讲解了如何针对溺水事件开展
自救互救，并进行心肺复苏操作
教学。

17日，飞英街道红十字会在
余家漾社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18日，吴兴区红十字会与湖
州师范学院医学院联合举办以

“携手共筑健康 青春永存湖州”
为主题的红十字纳凉晚会。

19日，湖东街道红十字会在
三里桥社区，道场乡红十字会在
浮玉社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南浔区 12日至 13日，练市
镇红十字会开展救

护员培训进企业活动，正导集团、彩
蝶实业、恒达富士电梯等企业60余
名学员参加。

南浔区红十字救护培训讲师讲
解了急救基础知识、海姆立克急救
法、心肺复苏术等知识，并就心肺复
苏术及AED使用、创伤救护四项技
术进行了操作示范。

长兴县 7 月 12 日，虹星桥
镇观音村红十字志

愿服务站结合“春泥计划”，给村里
的孩子们上了一堂红十字知识课，
介绍了红十字组织的基本知识，讲
解了常用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

18日，虹星桥镇周村村开展应
急救护知识培训，结合春泥计划给
小学生和红十字志愿者讲解了红十
字“三救”“三献”知识。

（上接一版）
“以后的日子里，如果有人需

要，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
因为我坚信，世上有一种力量叫博
爱，有一种坚守叫义无反顾。”每一
次讲述自己的故事，吕陟都会这样
深情的表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做
十次街头宣传都比不上捐献者本人
一次现身说法。”李全太感慨，近几
年山东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能够
取得较大进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现身说法，讲述捐献的真实经历和
内心感受，是捐献活动越来越踊跃
的重要原因。

让志愿者宣传志愿者

志愿者是红十字传播工作中一
股强大力量，各市红十字会在调动
志愿者积极性，参与传播工作中探
索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济
南市红十字精神传播志愿服务队，
吸纳了宣传干部、市民记者、优秀写
手等各种人才，人均粉丝上万。日
常工作或活动中，他们深入挖掘红
十字人和志愿者的感人故事，形成
图文、视频等信息，在微博、微信、爱
济南客户端等多个平台发送、推广，
形成传播红十字精神的强大合力。

队长刘俊韬是一位“网络大
V”，集采访、编辑、制作、播音等技
能于一身，他的个人微信公号“博爱
韬声”，开设了博爱讲堂、博爱风采、
博爱情缘、博爱故事等8个栏目，每
年推出原创文章120余篇，2万余人
次分享，点击量突破100万。

“有意愿、有能力、有能人，是志

愿者能够做好传播工作的基础。”济
南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袁淑玲介
绍，济南市红十字精神传播志愿服
务队，集聚了摄影、写作、新媒体运
营等各路好手，可谓人才济济，“举
办活动时，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
西”。

山东省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张
春中说，志愿者之间的互相宣传，更
有说服力，更加有效，也把志愿服务
精神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创新利用新媒体

2016 年 9 月，青岛市崂山区红
十字会关于“路越日记”的采写和传
播，成为新媒体时代“志愿者宣传”
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对山东省红会
传播工作的丰富和提升。

9月 23日至 30日，来自中国海
洋大学的志愿者路越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崂山区红十字会秘书长王
鲁青将路越的捐献过程，以文字、图
片、视频等形式在博客、微信圈、一
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动态发布，取得
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一是博客和微信群全程发布捐
献过程。博客开通了济南日记、照
片集、媒体聚焦等板块，架起了捐献
者与社会各界的联系通道。8天时
间，王鲁青更新博客 68 次，浏览阅
读者达 1000 余人次。青岛和省会
各媒体记者以及路越的家人、同事
等，通过微信群第一时间“看到”了
路越的捐献过程。

二是借助小咖秀“一直播”平
台，开视频直播干细胞捐献之先河。
10分钟直播，路越的家人、朋友、社

会各界跟随前方工作人员一起观看
了路越的捐献过程，观看人数 3300
余。

事后统计，观看各类直播者共
计 5300 余人次，为捐献者点赞、送
心1800余次。

王鲁青总结，本次直播有多重
收获：“显示了红会工作公开透明，
使家人朋友得知情况，让媒体记者
得到信息，让社会各界了解工作。”

新媒体的裂变式传播特点，又
使自媒体带动了社会媒体传播，近
40家媒体报道路越事迹80余篇次。

密集信息轰炸下，从第二天开
始，路越就不断接到同事、同学以及
家人的电话、微信、短信和 QQ，甚
至多年不联系的小学同学也打来电
话，为路越点赞。

看到报道的海大校友，纷纷慕
名来看望路越，为自己是海大人而
骄傲，使路越成为同事和同学心中
的“男神”，形成“路越效应”。

更多人“心动”变“行动”。仅捐
献期间，就有50余人电话或短信咨
询相关事宜，表达了加入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行列的愿望。

传播专业人士评价，本次传播
使“路越效应”引发“海大效应”，进
而形成“媒体效应”和“社会效应”，

“是新媒体环境下一次成功的传播
实践”。

李全太表示：“与时俱进，不拘
一格，注重效果，是山东省红会做好
传播工作的基本理念。”他表示，今
后他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进一步做
好包括干细胞工作在内的红十字传
播工作。

西安召开救助项目审核会
本报讯 （西红）近日，陕西

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召开 2019 年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慰问关爱遗
体器官捐献者家庭项目审核会，
市红十字会各部室负责人、财务
人员参加。会议研究了 2019 年
项目申报者人员资料，第一期将
给予 55 户省内外在西安成功实
施 遗 体 器 官 捐 献 的 家 庭 每 户
5000 元共 27.5 万元的一次性慰
问关爱金。

厦门发起“爱心小书包”项目
本报讯（鹭红）7月31日，福

建省厦门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
基金会联合市有关单位、媒体和
爱心企业，发起“把爱带回家 书
香护成长”爱心小书包公益项目，
旨在促进厦门市资源相对有限的
农村小学和外来子弟较多的小学
学生课外阅读和学习。

泰州培训武警官兵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

省泰州市红十字会走进泰州武警
支队，为官兵开展应急救护技能
培训。

察右后旗救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 （高佳）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红
十字会联合察右后旗民族团结进
步协会、慢病康复协会对白音察
干镇 5个社区的 280位干部群众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和慢病防治宣
讲活动。

东河区救护培训进乡镇
本报讯 （东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红十字会
为河东镇的村干部、计生助理员
开展了第二次应急救护培训。47
名学员通过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
考核，获得急救员证。

越城区征集AED配置点
本报讯 （越红）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越城区红十字会将在原
有 53台AED的基础上继续配置
8台，为提前部署落实相关工作，
目前向社会公开征集配置点。

石景山区培训文明引导员
本报讯 （王进）近日，北京

市石景山区红十字会为 60 名文
明引导员开展了4学时心肺复苏
技能培训，并发放了装有藿香正
气水、创可贴、硝酸甘油等急救物
品的急救包。下一步，区红十字
会将对全区文明引导员进行应急
救护知识技能培训和普及讲座。

禹州推进救护培训工作
本报讯 （许静）今年以来，

河南省禹州市红十字会多举措实
现“每一个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
参加过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每
一个灾害、事故现场，都有红十字
救护员在参与急救”的目标，上半
年市红十字会共组织应急救护培
训、宣讲 25 场，980 多人次参与，
25人取得救护员证。

广水溺水急救路演进乡镇
本报讯 （刘小斌 蔡源）8

月1日，湖北省广水市红十字会、
杨寨镇政府联合举办溺水急救路
演，200余名群众前来围观学习。
这是广水市红十字会首次开展溺
水急救路演进乡镇活动。

隆昌健康知识进企业
本报讯（隆红）7月30日，四

川省隆昌市红十字会受邀在旺旺
公司隆昌厂开展健康知识培训暨
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活动。来自旺旺公司隆昌厂的
60 余名职工参加了健康知识培
训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二七区新增150名幼师救护员
本报讯 （朱鹂宇）近日，河

南省郑州市二七区红十字会为全
区幼儿教师们开展了3次应急救
护培训班，共有 150 名幼师参加
培训并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

舟山在省救护大赛“摘金”
本报讯 （舟红）近日，由浙

江省红十字会、省人力社保厅、省
卫生健康委、省应急管理厅、省总
工会等五部门联合举办的第三届
浙江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杭
州举行，舟山市代表队荣获大赛
团体第一名。

织里镇心理辅导进学校
本报讯 （织红）近日，浙江

省湖州市织里镇红十字会联合镇
民工子弟学校通益学校开展“织
里镇青春健康大讲堂”活动，邀请
心理咨询师为该校初中学生开展
团体心理辅导。

■ 记者 王晓肖

7月18日晚，夜幕降临，城市
重归平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法
务风控部部长高瑞立躺在病床
上，昏迷不醒。他颅内的肿瘤已
经严重压迫视觉神经，导致右眼
失明，左侧偏瘫。

高瑞立的爱人胡静来到病床
边，为他读了一封信。信来自贵
州，写信者是家乐福贵阳文昌店
店长吴宇翔。

“高兄，自2016年7月一别已
三载有余，不曾想一别竟是如此，
不禁潸然泪下，说好保重身体，说
好后会有期……高兄还记得曾答
应有空去家乐福资助的贵州惠水
县定理村小学给小朋友们讲红十
字会的历史么？还有很多事情需
要高兄，可否不要放弃？”

胡静一字一句地读着信，多
日没说过话的老高竟然“嗯”了两
声，随即咳嗽起来。胡静知道，他
是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

三年前，2016 年 7 月初，贵
州铜仁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多地
受灾严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立
即成立救灾小分队奔赴灾区发
放物资。由高瑞立带队的一个 4
人小分队赶赴贵阳，他们要把灾
区需要的 1000 箱赈济家庭箱所
需的物资全部装箱运往铜仁。
在那里，吴宇翔第一次见到了高
瑞立。

“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这是
高瑞立留给吴宇翔的第一印象。
作为赈济家庭箱物资供应商，吴
宇翔和高瑞立在救灾期间有过多
次接触，红十字人在救灾中的“拼
命三郎”精神让他深有感触。

“我听他们讲红十字会的工作，
讲对贵州灾区的支援，觉得他们做
的事情非常有意义！”吴宇翔觉得要
为灾区出一份力，家乐福贵阳文昌
店为灾区捐赠了 1000 瓶矿泉水
1000包食用饼。

7 月 11 日是紧张的一天，1000
个赈济家庭箱需要装箱运往铜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家乐福工作人
员一大早就忙碌起来。

中午休息时，高瑞立疲惫不堪，
在椅子上沉沉睡去，同事焦晓伟用
手机拍下了这幅画面。“高部做事认
真负责，苦活累活他都身体力行。”
焦晓伟回忆。

“他们的奉献精神让我感动不
已。”吴宇翔说，7月11日晚，装车完
毕分别之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
一个女孩突然对他深深鞠了一躬，
以示谢意。吴宇翔呆在原地，这个
在救灾中铁骨铮铮的硬汉，瞬间泪
眼朦胧。

7 月 12 日，吴宇翔和高瑞立一
起来到铜仁市一个临时安置点，为
受灾群众发放赈济家庭箱。当他们
把赈济家庭箱送给一位孤寡老人
时，老人泪流满面，她已没有家人，
现在连房子也没了……

数日相处，吴宇翔与高瑞立成
为知己。高瑞立答应吴宇翔，有机
会去家乐福资助的贵州省惠水县定
理村小学给小朋友们讲讲红十字会
的历史。

几年来，吴宇翔一直期盼着还
能再见到这群可敬可爱的红十字
人，期盼着他们重返贵州。

两年前，高瑞立被检查出恶性
脑胶质瘤，生命垂危，当年的承诺已
无法兑现。然而，当年的红十字足
迹穿越时间洪流，依旧清晰可见。

■ 申时勋

一条条逃生通道建成投用，一
笔笔生计资金循环滚动，一个个扶
贫产业应运而生，一场场公益培训
惠及群众，一处处山区坝区美丽蝶
变，一个个受益群众喜笑颜开……

这是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博爱家
园项目在昭通乃至云南实施后产生
的一幅幅美丽画卷。该项目如今遍
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给当地带来
强大的机遇、活力，给群众带来无尽
的温暖、希望，助力云南脱贫攻坚、
跨越发展，产生了许多动人故事、喜
人变化，也让“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

助力脱贫好风景

2016年以来，在各级红十字会
支持和援助下，79个博爱家园项目
在昭通各地开花结果，形成了79处
让人欣喜的人文美景。

在博爱家园项目 97 万元资金
扶持下，昭阳区永丰镇海升苹果种
植基地连片种植了3万亩长势良好
的苹果园，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公司+基地+农户（贫困户）”的模
式，走上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产
业发展之路，让 3000余名当地闲散
劳动力来家门口实现就业，通过土
地入股分红、果园务工收入、果园提

质增效、引导外出就业等渠道来增
加农户收入，带动 182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不断增收脱贫。

今年，该基地还将新增 2 万亩
苹果，全力打造中国南方冷凉高地
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助力昭通脱贫
攻坚，打造“苹果之城”。

2017 年 3 月，昭阳区苏家园镇
双河村开始实施红十字会博爱家园
项目，中国红十字会投资 40 万元，
在当地建起一个应急避难场广场；
用19万元博爱基金，设立了滚动支
持贫困农户发展的生产项目；成立
了一支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减灾
防灾、产业培训。

2017 年，云南省、昭通市两级
红十字会共同投入 162 万余元资
金，在昭通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
实施博爱家园项目，实施效果十分
显著：在该村建起了村活动室、避难
广场、博爱长廊、花椒小道、博爱路，
修通了人畜饮水管网，发展青花椒、
椒林鸡等农特产业，花椒让61户贫
困户182人从该项目生计资金滚动
循环中受益，小小花椒树，成了大产
业，让光明村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
的光明路。

重建家园富起来

在 2014年鲁甸“8·03”地震中，
鲁甸县龙头山镇甘家寨被废墟掩

埋，人员伤亡惨重。
灾后，除了先前的灾后恢复重

建援助，云南省红十字会和昭通市
红十字会投入博爱家园项目资金
80万元，在迁建后的甘家寨社区兴
建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改善受灾群
众人居环境，建起了一个风景秀美
的博爱新村。

如今，甘家寨社区 89户受灾群
众全部住进美丽别致的小洋房，红
十字会帮助当地群众发展花椒、餐
饮、客栈、运输等产业，安排贫困户
进入鲁甸县银科电子有限公司打
工，让甘家寨这个曾在地震中消逝
的村庄踏上脱贫致富快车道，通过
人道互助金引导村民团结互助、抱
团发展。该项目投入的 60 万元生
计发展资金，已让16户贫困户32人
受益。

2016年，在绥江县板栗镇罗坪
村实施博爱家园项目，投入援助资
金 35万元，以“红十字+村委会+农
户”的方式，帮助 10 户农户发展种
植供不应求的草莓，带动了当地草
莓种植热潮，现已种植几百亩草莓，
实现每户种植户平均年收入增加
5000元至7000元。

彝良县龙安镇岩贤村修建了一
条逃生道路，永善县溪洛渡镇明子
村建起了避难广场，昭阳区旧圃镇
后海村农户养蜂致富，镇雄县粉壁

村博爱家园项目生计发展培训班开
班，大关县悦乐镇妥河村贫困户走
上养牛种桃脱贫路，威信县扎西镇
扎实沟村群众靠养猪发财……随着
红十字博爱家园项目的实施，山村
发生了一个个喜人变化，以博爱之
心绘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以奉
献之举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目前，昭通市博爱家园 79 个
项目现已全部建成，覆盖昭通市 11
县（市、区）、39乡（镇）62村（社区）
69个村民小组，受益群众65885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 785户 3021人。”
昭通市长郭大进介绍，今年和明年，
是昭通脱贫攻坚大决战的关键时
期，将实现 8 个贫困县摘帽脱贫、
58.83万贫困人口脱贫、异地搬迁安
置 23.06万人，“红十字博爱家园项
目是昭通脱贫攻坚的重要社会扶贫
力量，一直助推昭通经济社会发
展。”

脱贫攻坚结硕果

“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和各
级红十字会对云南的红十字事业给
予了极大关心和支持。拿出真金白
银，倾注真情实意，对云南的贫困弱
势群体给予了真切的关爱和有效救
助。特别是从云南鲁甸‘8·03’地震
灾区恢复重建以来，全国红十字会
共向灾区投入恢复重建资金 2.8亿

元，实施项目196个，援助灾区人民
在地震废墟上重建了一个个安全、
幸福、美丽、宜居的新家园。”云南省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宽寿说。

“现实已有力地证明，‘博爱家
园’项目已成为红十字会系统助力
脱贫攻坚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
是一个有实效、接地气、可复制、具
有较强生命力的人道救助项目。”张
宽寿表示，云南省红十字会作为全
省脱贫攻坚的有生力量，按照中央
和省委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实施
红十字会博爱家园等 10 项帮扶工
程，着力推动助力脱贫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云南省红十字会已先后在云南
15个州（市）的48个县（市、区）实施
红十字会博爱家园项目 154 个，投
入项目资金6424.21万元，修建了一
批逃生避险的硬件设施，助推了一
批生计发展的脱贫产业，有效解决
了贫困群众快速脱贫致富和长远生
计的问题，传播了红十字精神，激发
了群众的“内生动力”，还探索创新
了博爱家园项目的多种模式，尤其
是把假肢安装与康复、应急救护培
训、养老服务等人道工作置入博爱
家园项目，丰富了项目内涵，增添了
项目活力，拓展了工作领域，为红十
字参与脱贫攻坚创造了许多有益的
实践经验。

79个博爱家园，79处怡人风景
——云南省红十字博爱家园项目素描

一封超市店长的来信

一个“失约”的红十字人

7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红十字会主办的第三届红十字青少
年夏令营闭营。27名来自优秀红十字志愿者家庭的“红二代”参加活动。

夏令营设置了应急救护、露营生存、敬老服务、探索人道法、红十字知
识技能竞赛等活动，旨在让孩子们进一步感悟“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 （杨丽倩）

“红二代”
夏令营

学习急救课 安全度暑假
湖州市各级红会普及防溺水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