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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秦皇岛启动“悄悄话信箱”项目
本报讯 （秦红）9月 9日，河

北省秦皇岛市红十字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志愿服务队“手拉手，传递
爱——悄悄话信箱”志愿服务项
目在郭高马坊中学正式启动。项
目通过志愿者与乡村学生互相通
信的方式，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回
应他们的疑问，带给他们温暖的
陪伴和心灵的关怀。

赣州“99公益日”筹款938万元
本报讯 （张岚）9月 7日至 9

日“99公益日”期间，江西省赣州
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博爱基金
会共同发动 161 个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在腾讯公益平台
发起“一起捐”，累计参与捐赠
167211人次，筹款938万元，其中
线上筹款金额883.9万元。

嘉峪关在公共场所投放AED
本报讯 （嘉红）近期，甘肃

省嘉峪关市红十字会在嘉峪关火
车站、嘉峪关南站、关城景区、方
特丝路神画等9个人流密集的公
共 场 所 投 放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AED）。市红十字会组织应急
救护师资对各投放点管理人员进
行心肺复苏技能和 AED 使用方
法培训。

保山网络筹款逾220万元
本报讯 （保红）近日，云南

省保山市各级红十字会高效开展
2021 年“99 公益日”网络筹款活
动。截至 9 月 9 日 24 时，全市红
十字会系统上线公益项目 3 个，
组队1074个，发动198970人次参
与，共筹款220.25万元。

新建区“99公益日”筹款逾90万元
本报讯 （新红）近日，江西

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精心筹
划，分别联合区建设中心和各乡
镇红十字会发起“圆梦助学三百
工程”和“新建区博爱温暖箱”两
个公益项目，共有 1482人次的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捐款，筹
得善款91.4万元。

拱墅区同心抗疫显担当
本报讯 （拱红）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拱墅区红十字会全体党
员响应区委号召，分赴朝晖街道
河东社区、拱宸桥街道永庆路社
区，分别送去口罩、手持测温热像
仪等防疫物资，为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提供援助。党员们还与社区
工作者一同巡查。

隆昌“99公益日”筹款逾110万元
本报讯 （隆红）近日，四川

省隆昌市开展 2021 年“99 公益
日”网络筹款活动，“博爱隆昌”和

“希望同行 一个不少”两个项目
共筹集善款110余万元。

沾益区爱心企业助力教育事业
本报讯 （沾红）9月 8日，云

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红十字会联合
白水镇“乡村振兴促进会”举行爱
心企业助力教育捐资仪式。当地
爱心企业和爱心个人共计捐资
122.07 万元，助力白水镇教育事
业发展。

满洲里开展敬老助老慰问活动
本报讯 （满红）9月 9日，内

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关工委在怡园社区组织开展
博爱助老慰问活动，为30名关心
下一代“五老”人员送上米、面、油
等价值4275元的慰问品。

宜兴志愿者关爱民工娃
本报讯（丁焕新）9月10日，

江苏省宜兴市红十字会宜小红艺
术团的 20 位爱心人士走进丁蜀
镇正新小学，向民工子弟捐款1.2
万元，表达对孩子们的关爱。

太仓建成红十字文化广场
本报讯 （李云汉）日前，江

苏省太仓市红十字文化广场建成
开放。广场占地 2000余平方米，
由市文明办、市红十字会、市血站
共同出资建设。

达茂旗开展博爱助学活动
本报讯 （王树珍）9月 6日，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红十
字会联合旗文明办、旗教育局开
展“博爱捐资·金秋助学”活动，为
今年高考金榜题名的 77 名困难
家庭学生捐资助学。

咸丰发放价值6万元救灾物资
本报讯 （咸红）9月 6日，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
县红十字会为清坪镇、活龙坪乡、
大路坝区受灾群众发放价值6万
元的赈济家庭箱，以保障受灾家
庭基本生活需求。

■ 刘阿潜 张红丽

7 月 20 日，一场特大暴雨突袭
郑州，不少人被困在回家路上。当
晚，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与农
业路交叉口的东方嘉禾影城（奥斯
卡花丹店）开放影厅，为附近被困群
众提供免费热水和休息场所，安置
被困群众近千名，成为暴雨夜最温
暖的庇护所。

该影城经理杨震是此次救助行
动的主角，是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
会的一名志愿者，也是一位共产党
员，在危急时刻，他用爱和责任为被
困群众撑起了一片天。据不完全统
计，从 7 月 20 日至 24 日，五天四夜
时间，影城免费服务被困群众 2000
余人次。虽然在停业救助期间损失
了十几万元的营业收入，但杨震说，
只要能帮助到被困群众，值！

一人避雨，心系滞留在外群众

7月 20日下午 4时，暴雨倾盆，
接到物业通知，杨震所在的影城需
提前闭店。傍晚6时，处理完工作，
杨震急匆匆赶往地铁站。此时花园
路上一片汪洋，积水已经漫过大腿，
到达地铁站，被告知地铁停运，杨震

和很多人一样在地铁口焦急等待
……两小时后，雨依然在下，又冷又
饿的杨震决定先回影城。此时，地
铁站被困的群众越来越多，有年轻
人，还有小孩和老人和孕妇，看着大
家无助的眼神，杨震心想，这么多人
可怎么办呢？就在那一瞬间，他忽
然有了一个想法……

杨震随即记下了一位被困群众
的手机号码，告诉他们若影城条件
允许，就通知大家前往避雨。

风雨中，杨震艰难涉水返回影
城。途中，他给影城董事长李杰打
电话汇报并告知自己的想法，李杰
听后毫不迟疑：“确保安全，只要条
件具备，免费开放。”

杨震到达商场楼下，发现电梯
临时关闭，他只好爬楼梯到达影院
所在的14层。

当发现影城有电时，杨震立即
向李杰汇报，后又跟商场领导报备，
得到商场的全力配合与支持。

就这样，在暴雨如注的夜晚，杨
震温暖社会的爱心之举——“开放影
城留千人过夜”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暴雨深夜，安置上千被困群众

杨震是一位资深经理人，有着

丰富的组织经验，在协调好商场安
管部门之后，便开启“三头六臂”工
作模式，一边通知被困群众前往影
城，一边搜罗影城所有热水壶，打
开所有电源开关、拿出所有插板，准
备一些小食品。为有序安置被困群
众，杨震拿出两个扩音喇叭，一个录
好“留宿须知”放在入口处循环播
放，另一个手持用来维持秩序。为
方便大家休息，他还做了充分准备，
把男士女士安排在不同区域，整个
过程井然有序。

当夜 24时左右，被收留的受困
群众已有五六百人。其中有一名高
个子孕妇，看起来极度虚弱，杨震非
常担心，把影城唯一的长沙发搬到
大厅让她躺下，又找来一块桌布供
其取暖，看她舒服躺下，才安心地继
续忙碌。

影城还能容纳更多人，可让杨
震为难的是，如何把这条信息传播
出去？他首先想到打 110，一直占
线。很快，他把“东方嘉禾影城可以
接纳 1200人”的信息发布在影迷微
信群。终于，消息被广泛传播，到
21日凌晨，影院收留的被困群众超
过千人。

夜深了，影城安置满了，大家都

安静下来。此时，杨震才算松口气
瘫软在座位上。刚想合眼休息时，
他又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特
殊时期，还要巡视一下以防发生意
外事件。于是，杨震定时巡厅的行
动一直持续到天亮……

资深公益人，用爱铸就“最暖影城”

短短一两天内，东方嘉禾影城
雨夜留宿千人的消息和相关短视频
刷爆朋友圈，深深感动了一众网
友。大家纷纷留言：“去郑州看电影
就你了”“把影院的名字公布出来
吧，鼓励大家以后去看”“这种温暖
总会让人热泪盈眶”……

7 月 22 日中午，一位来豫出差
的女孩离开影城时泣不成声，连说

“不知道如何表达感谢之情”。除了
被困群众，还有附近居民来影城充
电、上网、办公、学习，董事长李杰决
定影城暂停营业，全力服务这些群
众。

期间，该影城也被网友推上热
搜，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中国青年
报、光明网、中国电影报、中国新闻
出版报、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日报
等多家新闻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一
时间，东方嘉禾影城成为郑州“最暖

影城”。
早在读大学期间，杨震就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在
畜牧行业耕耘21年，多项荣誉证书
见证了他帮扶农民走上致富路的一
段段不平凡经历。2019 年 8 月，杨
震跨界进入电影行业。影城开业半
年后，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
营一直举步维艰。即使这样，他也
一直没有停止做公益。

作为金水区红十字会的一名红
十字志愿者，杨震曾先后组织过多
场爱心活动，如为“希望工程”资助
的百年职校的孩子提供免费观影和
勤工俭学机会，关爱自闭症患者活
动，为残疾人士募捐等。由于事迹
突出，他多次被评为“金水区红十字
会优秀志愿者”。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杨震都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入党誓
言，也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当被问起开放影城的初衷，他
坦言：“就没想那么多，作为一位有
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关键时候
站出来，扛起一份社会责任，这是我
应该做的……”

暴雨夜，用爱铸造“最暖影城”
——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志愿者、共产党员杨震

9月8日，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机关干部在行政中心大厅用手机扫码
捐款。该县红十字会和县总工会等部门发起“善行资溪，助乡村振兴”全
民公益募捐活动，将所得善款用于年底走访慰问脱贫不稳定户和乡村文
化、教育、卫生等公益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添
加助力剂。 （吴志贵）

爱心“一扫通”

石家庄 9月9日，河北省石
家庄市红十字会

联合省军区石家庄第五干休所、桥
西区平南社区居委会开展“世界急
救日”主题宣传活动。市红十字会
救护培训师资进行了心肺复苏、海
姆立克急救法及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用法的演示。

廊坊 9 月 7 日，河北省廊坊
市红十字会在市第八

中学为 2021 级新生开展应急救护
演练活动。市红十字会邀请救护师
资现场授课，详细讲解了心肺复苏
与AED的操作流程以及创伤止血、
包扎、固定等基本知识和要领。

苏州 9 月 8 日，江苏省苏州
市红十字会联合姑苏

区红十字会在姑苏区少年宫开展
“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并宣
布市生命健康安全体验馆正式开
馆。该体验馆面积约 300 平方米，
具有急救技能培训、生命安全教育、
实境模拟体验和急救实操演练等功
能，即日起正式面向社会开放。

无锡 9 月 9 日，江苏省无锡
市红十字会在梁溪区

清名桥街道大窑路社区开展“世界
急救日”暨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
来自大窑路社区的居民、物业工作
人员等 60 余人共同学习心肺复苏
术、AED操作、海姆立克急救法、创
伤急救等急救知识。

泰州 9月 6日至 10日，江苏
省泰州市红十字会在

博日电脑学校、赵公社区、南浦社区
等地开展“世界急救日”系列宣传活
动。活动通过摆放宣传海报、发放

科普资料、应急救护技能演示、现场
咨询等方式，向学校师生、家长及社
区居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强调应
急救护的重要性。

海陵区 9月10日教师节和
9 月 11 日“世界急

救日”来临之际，江苏省泰州市海陵
区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资为泰州市
儿童实验教育中心的老师们带来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心肺复苏急救
技能知识培训。

连云港 9月9日，江苏省连
云港市红十字会

联合市一院等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
在海州区新浦广场举行“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救护
知识与理念，增强公众防护意识、社
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浦口区 9 月 10 日，江苏省
南京市浦口区红

会在林景雅苑居民小区举办纪念第
22个“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内容包括红十字知识宣讲、志愿服
务、无偿献血和应急救护演练等。

句容 9 月 8 日至 9 日，江苏
省句容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教育局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
宣传活动，组织红十字救护师资走
进两所高级中学，为近千名高一年
级新生普及救护知识。

九江 9月11日上午，由江西
省九江市红十字会、

市文明办主办，濂溪区红十字会承
办的“提高自救互救技能，做学校社
区的急救英雄”——急救日主题宣
传走进赣北商城社区，向居民普及
应急救知识。

吉安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
红十字会组织救护培

训师资在市人民广场开展应急救护
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红十字
志愿者向群众发放应急救护手册，
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
急救知识，还指导群众利用模拟人
进行实操练习。

宜丰 9月10日，江西省宜春
市宜丰县红十字开展

“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主题宣传
活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宣传与推
动应急救护工作。

合肥 9月11日，安徽省合肥
市红十字会、市教育

局、市财政局联合组织的中小学校
救护师资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来
自市属市管、经开区、新站区、高新
区的70余名教师、校医等参加培训。

阜阳 9 月 5 日，安徽省阜阳
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中心工作人员走进阜阳第一中
学，为近 900 名正在军训的新生进
行应急救护培训，向师生介绍红十
字知识，详细讲解气道异物梗阻、溺
水等突发危险的急救措施。

铜陵 9月11日，安徽省铜陵
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纪念“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40 余名身穿爱心红马甲的红十字
志愿者开展骑行和广场宣传、义诊
活动，救护培训师资现场进行了急
救技能展演，向过往市民宣传普及
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等。

宿州 9月 9日至 11日，安徽
省宿州市红十字救援

队赴宿城一初中、宿城一中，韩池子

社区、北苑社区、宿州公交公司开展
“世界急救日”应急救护知识宣讲活
动。

埇桥区 9 月 10 日，安徽省
宿州市埇桥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区残疾人联合
会，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培
训活动。40 余名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参加培训。

广水 9月10日，湖北省广水
市红十字会在市工业

基地城南社区开展“世界急救日”宣
传培训活动。市红十字会结合“做
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这一主题，突
出应急救护进学校、进社区这一重
点，创新形式和方法，开展系列救护
普及讲座。

荆州区 9 月 11 日，由湖北
省荆州市红十字

会、荆州职业技术学院主办，荆州区
红十字会承办的“做学校社区的急
救英雄”——纪念第 22 个“世界急
救日”主题活动在荆州职业技术学
院开展，为正在军训一百余名护理
学院大一新生带来一场生动实用的
应急救护培训课程。

梁平区 9月8日下午，重庆
市梁平区红十字

会组织救护培训师资来到梁平职教
中心，开展以“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
雄”为主题的应急救护知识宣传培
训活动，该校43个班的2153名高一
新生参加培训。

鄂尔多斯 9 月 9 日，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红十字会在市蒙古族中学举
行 2021 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

活动暨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宣传
活动，为学校 300 余名师生开展了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并普及器官遗
体捐献知识。

和林格尔 9月11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红十字会组织志
愿服务队在包联社区广厦华庭小区
开展“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为主
题的系列活动。

咸阳 9 月 9 日，陕西省咸阳
市红十字会在秦都区

陈阳寨街道办事处举行以“做校园
社区急救英雄”为主题的救护知识
普及培训活动，共 100 余名环卫工
人参加活动。

渭南 近日，陕西省渭南市
委文明办、市红十字

会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市党政机关
各单位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活
动的通知》，在全市党政机关及下属
各单位、各部门开展公益性应急救
护培训活动，扩大应急救护培训覆
盖面。

河口区 9月7日，山东省东
营市河口区红十

字会为河口区一中 2021 级高中新
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主
要内容为心肺复苏、常见急症处置
等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福山区 9 月 10 日，山东省
烟台市福山区红

十字会联合区行政审批局、区教体
局等单位在福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举
行了“世界急救日”主题活动暨
AED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蓬莱区 9 月 11 日，山东省
烟台市蓬莱区红

十字会围绕“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
雄”宣传主题，组织红十字志愿者走
进学校、社区，为师生和群众送去实
用的应急救护知识。

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举办“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一）

本报讯 （金红）近日，由上
海市金山区红十字会、上海东慧
医疗集团东慧口腔医院联合援建
的5个“红十字救护站”在云南省
普洱市镇沅县落成并投入使用，
总投资12.09万元。

救护站分别位于镇沅县人民
政府行政大楼、县民族文化馆、县

青少年活动中心/县体育馆、县政务
服务大厅、九甲镇政务服务大厅。

每个救护站点设一台“红十字
一体机”，机柜内配备自动除颤仪
（AED）一台、便携式应急急救包一
个、便携式急救箱一个、内置电子显
示屏一个。

金山区红会援建“红十字救护站”成功落户镇沅

本报讯 （灌红）9月 3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携
手爱心企业为 46 名经济困难家
庭的大一新生发放共计13.8万元
助学金。

“博爱圆梦”是灌云县红十字会
自 2013 年以来一直坚持打造公益
品牌项目。九年来，该项目共投入
资金 64.3 万元，资助 208 名困难学
生实现了上学梦想。

灌云红会发放“博爱圆梦”助学金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
省晋中市红十字会获悉市开发区
分局萧河派出所副所长冯玉辉在
和顺康家楼出省疫情防控检查站
执行勤务工作时因公牺牲的消息

后，立即启动与市公安局联合建立
的“公安爱心互助金”项目，第一时
间拨付救助金 5 万元，用于对牺牲
公安民警家庭的救助，并向所有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人民警察致敬。

晋中红会致敬抗疫一线牺牲民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