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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鄠邑区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鄠红）9 月 9 日，陕
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第一
次全区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
会、常务理事、会长、专职副会长、
兼职副会长、监事长、副监事长，
聘请范九利、李化为鄠邑区红十
字会名誉会长，审议通过了《西安
市鄠邑区红十字会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2020—2024年）（草案）》。

和林县为初中新生培训急救

本报讯（石雅琼）9月7日上
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
林格尔县红十字会组织应急救护
师资王凤先、闫锐刚、王波、刘斐
为县一中初中部 2020 级全体新
生进行应急救护培训，普及自救
互救、应急避险等知识技能。

盐城50名困难学生领助学金

本报讯 （王蕙）9 月 2 日上
午，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举办
2020 年“圆梦起航”红十字博爱
助学项目大学生助学款发放活
动，经市、县红十字会筛选、审核、
公示，向全市 50名家庭困难大一
新生每人发放4000元助学款。

临安区获全市培训一等奖

本报讯 （王刚）9月 1日至 2
日，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市教
育局、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围绕

“守护生命，博爱同行”主题，联合
举办了 2020 年杭州市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师教学技能大赛。各
区、县（市）和钱塘新区共14支代
表队参赛。临安区红十字会获团
体一等奖。

六合区急救培训走进军训营

本报讯 （潘启兵）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在区
中等专业学校高一新生集中军训
期间，开展了为期3天的“急救培
训进校园”活动，1400 余名学生
参加培训。

古县为千余名新生培训急救

本报讯（鲁永记）在第 21个
“世界急救日”来临之际，山西省
临汾市古县红十字会深入古县一
中、古县三中新生军训训练营，为
1005 名新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
和技能培训。

科尔沁区急救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科红）9 月 4 日，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红十
字会为清河中学全体师生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培训分为理论讲解
和实际操作两个板块，采用多媒
体教学和现场演示相结合的培训
方式，为师生们重点讲解发生踩
踏事件时的自救和止血、包扎等
现场急救本领。

巢湖进企业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管冉）9月 4日至 5
日，安徽省巢湖市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培训走进皖维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来自皖维集团消防救
援队、爱发科公司、爱巢社工等
50余人参加培训。

抚宁区开展急救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抚红）9 月 6 日上
午，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红十
字会围绕“疫情下的急救”主题，
与骊城街道天马社区、区人民医
院、区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急救
宣传进社区，红色义诊送健康活
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300余份，
服务群众100余人次。

溧水区举行扶贫捐赠仪式

本报讯（葛润苏）9月9日，江
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为江
苏凯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和南京
中亮有机蔬果食品有限公司举行
定向扶贫捐赠仪式。区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刘晓萍，白马镇副镇长
王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白马分局
局长戚成军参加捐赠仪式。

克什克腾旗开展急救日活动

本报讯 （克红）9 月 7 日下
午，为纪念“世界急救日”，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十字
会组织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
传暨应急救护培训。经棚二中初
一年级400余名学生参加培训。

蒲城县举办对口帮扶活动

本报讯 （蒲红）9 月 9 日，陕
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举行

“句容市·蒲城县红十字会对口帮
扶贫困村活动”，活动宣读《2020
年句容市·蒲城县红十字会对口
帮扶协作项目实施方案》，向 10
个贫困村发放了由句容市红十字
会援助的生产生活和救灾备灾物
资，总价值5万元。

这场“接力赛”，跑了20年
——浙江省瑞安市红十字会资助清寒学子上大学活动侧记

■ 蔡玲玲

2001 年 8 月，浙江省瑞安市红
十字会联合瑞安日报社发起“瑞安
市资助清寒学子上大学”活动，市慈
善总会、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
（扶贫办）等单位响应加入。活动开
展20年来，累计发放助学款6600余
万元，共帮助1.3万余名大学生圆了
大学梦。

一名考上清华大学的贫困生

2001 年暑期，丽岙镇（原属瑞
安）瑞安中学毕业生毛晓宇以总分
684分、瑞安市理科第 2名的成绩，
考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科学
和技术专业。

考上理想大学令一家人激动不
已，但烦恼也随之而来。毛晓宇家
境贫困，父母身体不好，昂贵的医药
费已经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不堪
重负，面对每年 5000余元的学费和
各项生活费，毛晓宇一筹莫展。

得知毛晓宇的境况后，瑞安日
报刊发《684 的高分 沉甸甸的学
费》的报道，引起了瑞安市华滨包装
材料厂董事长余碎斌的关注，他决
定拿出6万元资助毛晓宇上大学。

这一年，除了毛晓宇，瑞安中学
还有 10 余名高考毕业生向市红十
字会提出了申请资助报告。当年，
瑞安市高考上线的考生中约有 40
多位特困生，其中重点线以上就有
10多位。这些贫困生，有的家庭没
有劳动力，有的家庭负债累累。了

解情况后，瑞安市红十字会联合瑞
安日报社迅速发起“资助贫困生上
大学”活动。

2002年，瑞安市红十字会陆续
收到 80 余名贫困生申请救助的报
告，再次发起了助学帮困活动。如
今，帮扶队伍不断壮大，市慈善总
会、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扶贫
办）先后加入到资助贫困大学生的
行列中。20 年间，活动累计帮助 1
万 3 千余人次学生走进大学校园，
发放助学款 6600余万元，这些助学
款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募捐。这项爱
心活动，一次次掀起“爱心教育”热
潮，铸就了瑞安市红十字工作的品
牌，瑞安市红十字会因此荣获第四
届“浙江慈善奖”。

在帮扶活动开展 20周年之际，
目前就职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毛晓
宇特地录制视频感谢瑞安市红十字
会：“我要特别感谢瑞安市红十字会
和余伯伯对我的帮助，谢谢瑞安。”
同时，他在视频中鼓励清寒学子们，

“起点可能影响结果，但并不决定结
果”。

一个家族的爱心助学基金

在今年6月“温州好人榜”的名
单里，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李永琳。

李永琳出生于1930年，现已90
高龄。新中国成立前，他参加革命，
此后转业到家乡，在莘塍民公学校
任教，直至 1986 年离休。2006 年，
他第一次走进“资助百名学生上大
学”活动现场，此后连续多年参加活

动资助贫困学子。
“个人做慈善，时间和精力毕竟

有限，但爱心是可以传递和延续
的。”2015年，李永琳发动家族成员，
在各方支持下，成立瑞祥爱心慈善
基金，首期筹集20万元资金，他的大
女婿、瑞祥高级中学董事长温横成
每年向该基金至少注资10万元。瑞
祥爱心慈善基金主要用于助学活
动，成立至今已资助129人次清寒学
子上大学，资助款达65万元。

“以前资助学生过于分散，而且
是‘点对点’式资助，势单力薄。基
金成立后，让助学行为更加长久和
规范，也让更多富有社会责任的爱
心人士参与进来。”李永琳孙女、瑞
祥爱心慈善基金负责人温暖说。

一种基于“尊严”的助学方式

为了让每一笔捐助款都能用到
最需要的困难学生群体上，爱心助
学资金审批需要经过严格的流程。
申请资助对象需接受相关单位的上
门调查，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示。
这给不少“敏感”的受助学生带来心
理压力，甚至有一些已被纳入捐助
名单的学生，接受不了公示而主动
放弃受助机会。爱心人士郑超豪注
意到这一问题，提出将助学活动与
培养大学生诚信励志相结合的新型
助学模式，要求学生在有经济能力
的时候回捐助学金，这种模式可以
让贫困学生更有尊严地享受到资
助。

这种模式得到了华峰集团董事

局主席尤小平的认同。2007年8月
17日，华峰集团出资1000万元成立
了“华峰诚志助学基金”。该年度，
基金共发放助学金44万元，88名贫
困生获得“诚信”助学款。他们无需
公示信息，只要签订一份“诚信”协
议：助学贷款不计利息，无需抵押，
每学年可向基金申请 5000 元助学
金，4年共2万元。当学生有经济能
力时，可分批或一次性反馈助学金
本金，并以他的名义资助其他贫困
学子，反馈年限原则上为 1至 8年。

“受助学子也是基金会员。我们希
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既能使更
多困难学子获得帮助，又能培养更
多具有爱心和责任心的青年，让回
报社会的风尚延续传递。”郑超豪
说。

13年来，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累
计资助 1718 人次学生走入大学校
门，共发放“有尊严”的爱心款 860
万余元。2009年至今，该基金收到
100位受助者回馈的爱心款113笔，
共计 98.16万元。“人世间最难还的
是‘人情’。华峰诚志助学基金不仅
给了我物质帮助，也给了我平等和
尊重，它们一起支撑我走到了现
在。”受助大学毕业生董津津说，她
在毕业后第一年，就从微薄的工资
里捐出了2000元。

一位受助者的逆光飞翔

金玉琼是瑞安市红十字会帮助
困难大学生活动的受助者。前不
久，她结对资助了一位今年刚考上

中国医科大学的新生施同学。这是
她工作以来，结对资助的第 6 位大
学生。

1989年，金玉琼出生在瑞安市
一个偏僻而贫困的山区家庭。除了
她，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作为家
中的老大，懂事的她从小便和妈妈
一起做手工活帮补家用。上初一
时，父亲由于常年患疾，导致家庭的
生活跌到谷底。那个暑期过后，三
姐弟全部辍学在家。

经历万难，金玉琼终于如愿考
上了浙江财经大学。但高昂学费挡
住了她追求梦想的脚步。得知瑞安
市红十字会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大学
生的学费问题，她写了一份申请报
告，送到红十字会。在瑞安市红十
字会帮助下，金玉琼顺利完成了学
业。

2012年，金玉琼大学毕业进入
中国农业银行温州丽岙支行工作。
如今，她是中国农业银行温州郭溪
支行行长。2015年，她将感恩之情
化为参加公益行动的动力，加入红
十字会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活动，过
年时，去山区慰问留守老人儿童，寒
暑假时，指导学生学业规划，鼓励学
子努力学好知识本领。

从 2015年至今，金玉琼结对资
助的6位大学生有3位已大学毕业。
金玉琼说：“从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当
初自己的影子。我身上承载了太多
人的爱，我也要将这份爱传递出去，
去温暖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回
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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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红十字会在新生军训期间开展应急救护、
逃生避险知识与技能普及培训，来自郎溪中学、宣城市励志中学、郎溪县
中专学校2404名高中新生参加培训。 （陆璐/摄）

军训营里学急救

■ 宗红

“99公益日”前后，全国各地红
十字会扎实做好宣传动员工作，稳
步推进互联网筹资布局，以公益项
目为载体，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人道
助手作用，传扬红十字精神，各项工
作取得不俗反响。

东城 9月 7日上午 9时，北
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

“99 公益日——东城助困大病救
助”网络捐款项目正式在腾讯公益
平台上线，得到东城区各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
支持，仅半小时就完成了 10.5万元
筹款目标。

为保障筹款项目计划保质保量
完成，区红十字会在北京市红十字
会、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的指导下，
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学习、宣传动员
工作。项目筹款结束后，区红十字
会根据实际需求启动北京市红十字
博爱基金东城“一起捐”子项目。截
至 8 日 上 午 11 时 ，子 项 目 筹 款
12.77万元，两个项目已合计筹款26
万余元，共有 60 家单位组队、3000
余人参加捐款活动。

楚雄州 截至 9 月 9 日 17
时，云南省楚雄

州 2020 年“99 公益日”网络筹款共
募集资金 145.51万余元，全州社会
各界 98775 名爱心人士“一起捐”，
筹款总额远超 2018、2019 年，网络
筹款工作迈上新台阶。

经多方调研、商讨，楚雄州红十
字会决定将“滇苗温暖包”设为
2020年“99公益日”扶贫助学项目。
各市县红十字会积极努力，加大协

调，广泛宣传，在社会上掀起爱心热
潮，仅 9 月 7 日，捐款达 77 万元，开
启活动 30小时，就突破 100万元大
关，至 9月 9日 17时，共有 98775位
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捐款总额突破
145万元，10市县有6个县筹款突破
10万元，其中楚雄市突破23万元。

该批善款将为贫困地区、山区
2万余名中小学生送去滇苗温暖新
书包，用爱心托起孩子们的梦想。

绍兴 9月4日，浙江省绍兴
市 红 十 字 会 召 开

2020 年腾讯“99 公益日”红十字公
益项目工作部署会。报告 2016 年
至 2019 年腾讯“99 公益日”红十字
公益项目执行情况，介绍今年“99
公益日”红十字公益项目。

2016年以来，市红十字会在各
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下，
累计动员超过 2.1万余人次通过网
站、微信捐款，筹集爱心款100.88万
元，受益家庭，市红十字会发起“互
助器材救在身边”和“流动急救点·
绍兴”两个公益筹资项目，帮助群众
在意外伤害、突发疾病发生时共享
救护器材，满足应急之需。

洛阳 9月7日，河南省洛阳
市红十字会联合洛龙

区红十字会举办“99 公益日”广场
宣传活动，同时发起“擦亮心灵之
窗”爱心项目，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99 公益日”互联网募捐。活动
所筹资金将全部用于洛阳市辖区内
贫困弱视、低视力儿童救助，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

呼伦贝尔 9月3日，内蒙
古 自 治 区 呼

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在市特殊教育中

心举办“圆自闭孩子体育梦”——
“99 公益日”呼伦贝尔网络筹资活
动。

“圆自闭孩子体育梦”项目是呼
伦贝尔市红十字会首次与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自治区红十字基金会、腾
讯公益合作发起的网络筹资项目，
筹集资金将用于为呼伦贝尔市4所
特殊教育学校自闭症孩子购买体育
器材。截至目前，海拉尔区红十字
会、呼伦贝尔朝聚眼科医院、海拉尔
区义工联合会、呼伦贝尔恒爱志愿
者协会等爱心单位、志愿者组织已
纷纷组队参与。

赣州 9月7日上午，江西省
赣州市红十字会联合

市卫健委、市城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工商联、赣南日报社举行“我
为家乡建公厕”助力乡村振兴月捐
活动暨“99 公益日”一起捐活动启
动仪式。市直有关单位分管领导和
干部职工共计120余人参加活动。

灵台 9月4日，甘肃省平凉
市灵台县红十字会在

新开中心小学举行了2020年“99公
益日”启动仪式暨“益口好牙”爱牙
包发放活动。新开学区、新开中小
主要负责人及全体师生约400人参
加活动。

来安 9月 7日至 9日，安徽
省滁州市来安县红十

字会举行“99 公益日”互联网众筹
公益活动。截至 9日晚 24时，共计
33261人(次)参与捐款，筹款 382.16
万元，其中公众筹款312.95万元，腾
讯配捐69.21万元（具体金额以腾讯
平台核算为准）。活动筹款占全省
总筹款的18.19%。

涓滴爱心汇汪洋
全国多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99公益日”活动

（上接一版）
2017 年 5 月 8 日，由上海市

红十字会主办、上海红十字运动
研究会等共同协办的“博爱讲坛”
正式开讲。几年来，有多名研究
会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和研究成
果，走上“博爱讲坛”，走进社区、
学校、基层红十字会，先后作了

《红十字会法的诞生及其社会历
史意义》《南市难民区与红十字人
道运动》《漫话近代红十字文化的
传播及社会认同》《中国红十字会
的人道外交》《淞沪抗战中的红十
字》等多个专题讲座，积极传播红
十字文化知识。

为进一步传播人道理念，践
行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规范红
十字会工作，研究会还开展了“红
十字的准则与行动”案例征集活
动。在研究会特聘研究员和会员
参与和帮助下，选取了其中较为
典型或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 33
篇，修改完善后编印了《红十字的
准则与行动案例汇编》，旨在通过
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对广大红
十字工作者在新时代更好地开展
人道工作有所启发与帮助。

此外，研究会还与上海电视
台等合作制作了纪录片《红十字
在上海 1904-1949》，挖掘尘封的
记忆；修订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
月运动基本知识传播手册》，为红
会干部培训提供支持。

参与决策，推动事业发展

研究会“智库”的作用还体现
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
各项具体业务中。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
会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斌教授是
研究会特聘研究员，曾参与主持
研究会课题研究，并多次参与课
题评审和指导等。2017年，她当
选上海市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
兼职副会长，直接参与上海红十
字事业发展各项决策工作。2018
年初，经推荐，包括范斌在内的 3
名研究会成员还分别担任上海市
红十字会“理论研究和知识传播
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委员。

去年 12 月，沪、苏、浙、皖三
省一市红十字会在沪签署《长三
角红十字系统区域合作框架协

议》。为进一步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国家战略在红十字领域的落地，
今年，研究会将课题申报范围扩大
至长三角三省一市红十字会。浙江
省红十字会与浙江工业大学联合申
报的《长三角红十字系统区域一体
化建设路径研究》通过专家评审，予
以立项，迈出了长三角红会在理论
研究领域合作的第一步。此前，上
海基层红十字组织已经开始探索建
立与长三角周边市县红十字会组成

“青吴嘉”（青浦、吴江、嘉善）、“嘉昆
太”（嘉定、昆山、太仓）红十字圈，共
同研究、推动区域红十字事业协同
创新发展。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指挥下，上海红十字系统迅速
行动，积极参与抗疫斗争，用行动和
担当践行了“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
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使命。为更
好总结红十字会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经验，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反
思，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推进
红十字工作进行思考，研究会于今
年8月启动了“疫情下的红十字”主
题征稿活动，并将于近期举行主题
研讨交流。

此外，围绕市、区红十字会及本
单位年度重点工作、中心工作，在世
界红十字日和世界急救日等主题活
动、服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及

“三救三献”、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红
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文化传播等
业务工作中，研究会成员——尤其
是同时担任领导干部和业务负责人
的同志，都能积极参与咨询、参谋、
研究和决策，将研究成果用于实践，
将探索精神融入事业，主动发挥“智
库”作用。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几年
来，研究会着眼上海红十字事业发
展的历史厚度、国际高度、群众广
度，做了许多努力。但理论研究不
是朝夕之功，要发挥好研究会“智
库”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
着各界对红十字理论研究工作越
来越重视，相信上海红十字运动研
究会一定能为丰富中国特色红十
字理论，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做出
更多贡献。

（沪红）

四川蒲江县红会表彰疫情防控爱心人士
本报讯 （杨羽侗）9 月 7 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谢敏带领干部职工、
红十字志愿者上门为社会爱心
人士颁发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最具爱心人士”证书和感谢信，
向社会爱心人士反馈捐赠款物
接受和使用情况并转达谢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批社会
爱心人士和企业踊跃捐赠了口
罩、防护服、温度计、现金等款

物，为疫情防控倾注了爱心与力
量。

疫情发生以来，县红十字会切
实履行职能。截至目前，县红十字
会累计接受和使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社会捐赠资金 117 万元；累计
接受和使用防护用品类、生活用品
类、食品类、消杀用品类、药品类、
医疗设备类等社会捐赠物资 124
万元，接受捐赠款物使用率均达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