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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大连首个红十字救护站落成
本报讯 （连红）近日，辽宁

省大连市首个红十字救护站在长
海县杨家村饮牛湾3A景区落成，
揭牌仪式上，市县两级红十字会
为杨家村海上救援队配备了救援
物资，市红十字会为杨家村红十
字海上救援队授旗。

西海岸新区480名教师学急救
本报讯 （新红）近日，山东

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红十字会为
480名新入职教师开展红十字应
急救护员持证培训。经严格考
核，480 名参训学员全部取得了
红十字救护员证。

梁平区1300名学生学急救
本报讯 （李羡权）9月 4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组织5名
救护培训师资来到梁平中学，举
办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活
动，该校23个班的1300余名高一
新生参加培训。

包头开展廉政教育
本报讯 （鹿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十字会机关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赴
九原区廉政暨预防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基地学习，进一步提高干部
职工的政治素质和廉洁意识。

信阳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信红）近日，河南

省信阳市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组
织 14 名队员为信阳舜宇光学有
限公司 100余名员工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

招远急救知识进公园
本报讯 （招红）近日，山东

省招远市红十字会、共青团招远
市委、招远市卫生健康局走进招
远体育公园，为市民开展急救知
识讲座。

都昌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都红）9月 3日，江

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红十字会来到
都昌县二中，为新生开展红十字
知识讲座及应急救护培训。

南城县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余琳娜 朱裕欣）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与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一行，来到南城一中，
为学生们进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培训。

蒲城县科技促脱贫
本报讯 （蒲红）近日，陕西

省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邀请果
业局农技专家为党睦镇冉家村果
农们开展了一次果业技术培训
会，让果农们对生产优质高档果
品的新技术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坚定了他们依托科学技术发
展现代果业的信心。

新余准大学生学救护
本报讯 （吴海波）近日，江

西省新余市红十字会在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为 60 多名刚被录取的
准大学生及其家长开展急救知识
与技能公益培训。

新津资助失独贫困家庭
本报讯 （新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新津县红十字会携手四
川蓝天网架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司，前往安西镇月花社区，为失独
家庭曹有全家送去3.5万元，作为
其孙女的学费。

招远急救知识进公园
本报讯 （招红）近日，山东

省招远市红十字会、共青团招远
市委、招远市卫生健康局走进招
远体育公园，为市民开展急救知
识讲座。

金东区关爱孤残儿童
本报讯 （许晓喻）9月 1日，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红十字志愿
者服务队走进市儿童福利院，看
望孤残儿童，为孩子们送去关爱
和温暖。

鄂州义诊进社区
本报讯 （郭怀德）9月 2日，

湖北省鄂州市西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走进
雷山社区，开展“喜迎祖国华诞·
助力健康西山”爱心义诊活动，共
为300余名居民开展义诊。

东营区校车驾驶员学急救
本报讯 （张惠）近日，山东

省东营市东营区教育资产管理运
行有限责任公司邀请区红十字会
培训师，为 143 名校车驾驶员和
随车照管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 记者 王晓肖

9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作
为先进集体中唯一一个志愿者团队
——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
务队的队长，靳毅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的亲切接见。

“真是激动万分，给了我更多前
行的动力。”在回杭州的高铁上，靳
毅仍然难掩兴奋。

靳毅是浙江省第四监狱民警，
还是红十字志愿者、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无偿献血志愿者。

为救一个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2010年11月，靳毅在杭州市余
杭区献血点填写登记表，成为一名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觉得
自己有可能救人一命。”

没想到，2012 年初，靳毅真的
接到了与患者初步配型成功的通
知。

然而，一直支持他的妻子却突
然反对：“如果捐献对你的健康有影
响，我不同意！”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登记时觉得无所谓，一旦配型成功，
心里又会担忧。”靳毅很理解妻子的
顾虑。

此时，杭州市余杭区红十字会
将此前三位成功捐献者的联系方式

给了靳毅的妻子，并在靳毅进行捐
献前体检时，组织这三位捐献者进
行了一次体检。

三位成功捐献者的体检结果，
打消了靳毅妻子的疑虑。

2012 年 6 月，靳毅捐献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近 300 毫升，践行了救
人承诺。

为救一群人，坚持无偿献血

1992年，靳毅19岁，正上大一。
第一次参加献血的原因很简单，“学
校组织的”。

第二次就是工作以后了，原因
也很简单，“网上看到了无偿献血的
介绍，觉得是件能救人的好事”。

直到有一次，家里亲戚突然生
病急需用血，靳毅突然真正明白了
无偿献血的意义。“人总有生老病
死，只有我为人人，才有人人为我。”

从那以后，他开始坚持参与无
偿献血。靳毅给自己定了个“小目
标”：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
多地献血，并开始从献全血转为献
成分血。仅 2018年一年，靳毅就献
成分血 23次，目前共献血 92次，总
计33600毫升。

“我还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不
能捐献为止。”他说。

为让更多人救更多人，做志愿者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后，靳毅
曾去医院看望过一名血液病患者。

“不久之后，那个小女孩因为没
有成功配型，去世了……从此我再
也没有主动接触任何患者，那种无
力感让我很痛苦。”靳毅说，他不断
地问自己：我还能做些什么？

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
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在中华骨
髓库浙江省管理中心指导下，靳毅
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做一名有
说服力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倡导者。

2016 年 1 月，浙江省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服务队完成重组，靳毅
被推荐为负责人。2017年，他又被
服务队全体队员选举为队长。

之后，靳毅和队员们一道，冒着
风雨寒暑，走进一个个社区、一所所
学校，开展知识宣传，让更多的人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他们放弃休息
日，到采集医院陪伴前来捐献的新
战友；为了让志愿者消除对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疑虑，靳毅一方面坚持
无偿献血，一方面积极参加马拉松，
以此证明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
康。

迄今为止，靳毅已经完成了 18
场马拉松比赛。他的参赛服上总有
一句标语：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行你
也行！

“志愿者不仅应为他人提供直
接的帮助，还要努力创造合适的环
境和条件，让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
库，拯救更多生命。”靳毅说，这是自
己做红十字志愿者的初心。

■ 记者 王晓肖

8 月的一天，烈日炎炎。安徽
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大郢村“土医生”
汤本怀正在上班，一位老人气喘吁
吁地走进卫生室，背上的背篓里装
着三个大西瓜：“汤医生，自家种的
西瓜熟了，我给您背几个过来。”

几个月前，汤本怀免费为这位
贫困五保户老人治好了病，老人感
激不已，从 40多公里外转了 3次车
前来感谢汤医生。

乡村医生作为基层医疗卫生人
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最基层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承担
者，是贴近的基层群众健康“守护
人”。2006 年至今，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共举办87期乡村医生培训，累
计培训 8573名乡村医生，为超千万

农村人口提供医疗服务。

14年培训8573名乡医

汤本怀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土
医生”，2004 年至今，他 15 年如一
日，悉心服务周边患者。

“土医生”其实并不“土”，汤本
怀毕业于正规医科大学，曾在淮南
市某医院工作4年。出身贫困家庭
的汤本怀，自幼饱尝因父亲患重病
全家遭受的痛苦，立志长大当一名
治病救人的好医生。为此，他辞去
了市里三级医院临床医生的工作，
回到家乡淮南市大郢村，在村卫生
室做起乡医的工作。

汤本怀的回归，让乡亲们欣喜
不已，因为此前全村甚至全乡都找
不出一个正规医生，村里的诊所只
能看头疼脑热的小病，稍严重一点

的病都得到城里，很不方便。
看病难问题不只存在于大郢

村。2005 年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
在宁夏南部山区调查发现，当地
60%的农民看不起病，1/3住不起医
院，山区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率达
74.1%。乡村卫生院医疗条件太差，
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太低，复杂病
症乡村卫生院诊断不出来，误诊误
治现象时有发生。

2005 年，国务院颁布《乡村医
生从业管理条例》，要求乡村医生至
少每两年接受一次培训，参加一次
考核。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 年，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中国乡村医生
培训中心等国家级医疗培训机构及
关心中国农民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
企业共同推出——“万名乡村医生

培训计划”。
如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乡

村医生培训已经进行到了第87期，
累计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培
训 8573名乡村医生，为超千万农村
人口提供医疗服务。

“希望培训年年都有”

2017年，中国红基会第68期乡
医培训在安徽省淮南市举行。得知
这个消息后，汤本怀立即报了名。

两周培训，汤本怀收获良多。
“不但学到了一些常见病的诊治，还
学到了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这是
我们基层医生经常用到的。”

中国红基会的乡医培训内容涵
盖紧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农村常见
病、多发病、公共卫生与防疫等多方
面的知识。

农村基层的卫生工作经常会碰
到一些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在乡
医培训中学到的知识非常实用。“农
村外伤多发，较严重的外伤需要先
处理再去市医院进一步治疗。”汤本
怀说。

今年 7 月，最近一期乡医培训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进行，宁
夏 5 个市 14 个县区的 93 名乡医参
加了培训。

来自宁夏南部山区西吉县兴平
乡友爱村的常军明便是其中之一，
友爱村现有居民 2000多人，常军民
是唯一的村医。

57 岁的常军明有 34 年从医经
验，此次培训令他获益匪浅。“希望
以后每年都为边远贫困山区的村医
提供接受全科培训的机会。”常军明
的话，道出了乡村医生的心声。

中国红基会“万名乡村医生培训计划”14年培训乡医8573名

乡村医生的“充电站”

暑假结束了，一年一度的安徽省淮南市红十字会暑期“快乐益夏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也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今年是建国70周年，志愿者专门安排了为孩子们讲国旗、国歌、
国徽的故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陈玉琴 冯魏）

我爱你中国

为了救人，救更多的人
——记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靳毅

本报讯 （孟德涛）9 月 4 日上
午，来自河北省承德市的中国红十
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青
少年代表李蕊在北京西站遇到一名
患病老人，及时出手相救。

当日上午，李蕊和朋友在北京
西站的天桥上看见几名保安人员正
围着一名晕倒的老人，束手无策。
她立即上前表明身份，并开始施救。

经检查，李蕊发现老人没有意

识和脉搏，上肢发青发冷，只有微弱
浅快的呼吸。

情况紧急，必须尽快救助!李蕊
为老人进行了心肺复苏，几分钟后，
救护车到达现场，在与医护人员沟
通后，她才起身离开。

“开展人道救助是红十字人义
不容辞的责任，当时也没有多想。”
李蕊说，“因为急着赶火车，没留下
医护人员的电话，不知道老人现在

怎么样了。”
李蕊是承德市中心医院耳鼻喉

科的一名新入职医生，在校时就积
极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经过层层
选拔，被推荐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青少年代
表，在本次大会上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还在开幕式上宣读了国际红十字与
红新月运动七项基本原则。

好样的！“十一大”青少年代表返程途中救人

本报讯 （西红）9月 6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召开 2019
年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国红十
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精神。

会上，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崔锦绣传达了中国红
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精神，并对市红十字会系统传
达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提出要求。

崔锦绣表示，学习传达贯彻
“十一大”精神是西安市红十字系
统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要
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将学习传达“十一大”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抓
紧抓好，保证西安市区县红十字
会、各基层红十字组织和红十字
志愿者深刻领会会议的精神实
质，确保传达学习一贯到底、一抓
到底，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二是
要科学谋划新时代西安市红十字

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西安市红
十字事业的新发展、快发展。三是
要全身心投入到红十字事业中来。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及各基层组织、
各团体会员单位代表，志愿者要积
极适应新形势新常态新变化，要超
前谋划、主动作为，全面推进核心业
务工作，切实当好党和政府人道领
域的助手，切实使人道理念在西安
市更加深入人心。四是要弘扬传递
正能量。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开展人道救助、反映
群众诉求、兜住民生底线、化解社会
矛盾等方面，培育符合西安市实际
的红十字品牌项目，为西安市建设
国际化大都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
中国70华诞。

各区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基
层组织代表，部分团体会员单位代
表，市红十字会机关工作人员共
100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 （绍红）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多层面传达贯
彻“十一大”精神，在全市红十字
会系统掀起学习贯彻“十一大”精
神的高潮。

9月4日下午，绍兴市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郑杰分
别向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会长
专题汇报了“十一大”精神，让领
导及时了解红十字工作，争取得
到市委、市政府更大的关心和支
持。

6 日上午，市红十字会组织
召开“十一大”精神传达贯彻会。

绍兴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周宝林参加会
议并讲话，他要求全市红十字会
系统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十一

大”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进一步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上来；注重结合，围绕贯彻会议
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周宝林强调，全市红十字工作者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
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
及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以深化改
革、服务奉献为主题，健全体制机制、
增强能力实力，聚焦主责主业、提升
服务质效，努力建设更具凝聚力、影
响力和公信力的红十字组织，确保绍
兴市红十字事业继续争当全省乃至
全国排头兵，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
提供更多更好的绍兴经验。

本报讯 （郑红）9月 5日，河
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召开机关及
直属单位全体人员会议，学习传
达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精神，市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丁振勇主持
会议，会领导班子、机关及直属事
业单位全体人员参加学习。

会上，丁振勇介绍了中国红
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召开的盛况，学习传达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
会开幕式上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在闭幕式上的
讲话精神，学习了中国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在
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和《中国红
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

2024年）》等会议文件。
丁振勇就郑州市红十字会系统

学习宣传贯彻“十一大”精神提出四
点要求：一要及时传达会议盛况，切
实抓好“十一大”精神的学习、宣传
工作；二要抓住机遇，切实把“十一
大”会议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到
实处；三要继续加强各级红十字会
自身能力建设，夯实基层组织基础，
切实把队伍建设好；四要注重品牌
建设，开拓创新，树立红十字会诚信
为民形象。

为做好“十一大”会议精神的学
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有关工作，郑州
市红十字会拟于近期专门下发学习
宣传和贯彻落实“十一大”精神的通
知，全市各级红十字会要迅速掀起
学习贯彻“十一大”精神的热潮，真
正把会议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落实好。

西安红会：科学谋划，促进事业新发展

绍兴红会：及时传达,广泛宣传,抓好落实

郑州红会：抓住机遇，切实落实会议精神

本报讯（何明艳）9月5日，山
西省晋城市红十字会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学习“十一大”精神。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商浩
辉就贯彻“十一大”精神提出要求，
一是要认真学习大会文件，深刻领
会会议精神；二是要拓宽视野，把

思想统一到“十一大”精神上来；三
是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提出贯彻
落实“十一大”精神的具体措施，把
宣传“十一大”精神和推进红十字
会工作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理
解、支持红十字会工作，推动红十
字事业健康发展。

晋城红会：学习会议精神，推动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