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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苏州举办急救技能竞赛

本报讯（沈雪婷）9月4日至
5 日，江苏省苏州市红十字会以

“提升专业能力、服务火红年代”
为主题，联合市委市级机关工作
委员会、市总工会举办 2020年全
市应急救护师资技能竞赛，全市
10支代表队共50名选手参赛。

东城区举办专题党课

本报讯 （东红）9 月 3 日，北
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机关党支部
组织开展专题党课教育，党支部
书记、秘书长孙凤茹以“纪念抗战
胜利 75 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奋
斗”为题为党员干部讲授了一堂
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党课。

宿州启动“黄金急救”计划

本报讯 （宿红）9 月 10 日上
午，安徽省宿州市红十字会举行
生命至上“救”在身边——宿州市
PAD（公共电除颤计划）“黄金急
救”计划启动仪式，将保障广大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肥东县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 (葛玲玲)9月 8日下
午，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红十字
会举行 2020年度金秋助学、爱心
照亮求学路助学金发放仪式。县
红十字会、县总工会、团县委联合
为 223 名大学新生提供人道救
助。其中，县红十字会筹集爱心
款共计 9 万元，救助困难学生 30
名。

西安志愿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 （西红）9 月 4 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第一党支部
在荣华·北经城开展蓝精灵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向社区居民普
及创文明城知识和现场应急救护
技能。

东台启动“博爱光明行”

本报讯 （陶李）9月 5日至 6
日，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组织
志愿者、红十字青少年在西溪景
区犁木街、百盛文化广场开展“博
爱光明行（东台）”项目线下宣传
筹资活动，50余名群众通过手机
进行了现场捐赠。

金堂县开展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金红）9月 5日至 6
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红十字
会在铁跑者运动俱乐部开展了一
期红十字救护员培训，50名学员
经过救护培训师指导下完成了相
关考核。

东河区举办捐赠活动

本报讯 （东红）9 月 7 日，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红十字
会联合市凝暖聚爱协会、内蒙古
慈雨爱心协会在东河区维多利摩
尔城开展“一元暖”爱心捐赠及志
愿者义演活动，为 50名困难家庭
留守儿童筹集90900元善款。

隆安县发放博爱家园生计金

本报讯（卢国强）9月1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隆安县红
十字会赴自治区红十会“十三五”
期间定点帮扶贫困村—屏山乡群
力村举行 2020 年西部地区博爱
家园项目生计金借款入股分红暨
肉鸡代养基地农户收益发放仪
式，累计37200元，共有60户贫困
户受益。

黄山捐赠扶贫助学金

本报讯（黄红）9月11日，安
徽省黄山市红十字会、市直机关
工委向歙县捐赠扶贫助学金13.2
万元，该县 30名贫困受灾大学新
生得到资助。

南浔区开展急救宣传活动

本报讯 （吴敏）9 月 9 日上
午，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
区红十字会联合区人民医院红十
字会，在洋南新村公园举办红十
字急救知识宣传活动，现场发放
宣传手册 200 余份，80 余位村民
参加活动。

梁平区为高一新生培训急救

本报讯（李羡权）9月8日下
午，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联合
区教委来到梁平职教中心举办应
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活动，该校
40 个班 2100 余名高一新生参加
培训。

南星街道助力2022亚运会

本报讯 （南红）9 月 9 日，浙
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红十
字会联合残疾人联合会、社会组
织等公益力量，共同发起“心心相
融，@未来”迎杭州亚运倒计时两
周年誓师大会暨南星街道“益星
荟”助力亚运联盟成立仪式。

汇聚人道力量 共建美好家乡
——云南省玉溪市红十字系统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 杨梅

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红十字
系统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服务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突出“党政
所急、群众所需，红会所能”的工作
思路，广泛动员人道力量，打造了
一批红十字品牌，实施了一批红十
字项目，救助了一批困难群众，成
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
手。

突出“人道”关键词，多举措推
动脱贫攻坚

多年来，市红十字会设立了多
项人道救助项目，充分发挥人道助
手作用，兜住民生底线。

其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为
华宁、江川和峨山三个县养老机构
筹得空调、制氧机、护理床等设备
物资总价值 60 万元，有效改善了
老人居住的软硬件设施。

2016 年，市红十字会制定《汇
聚人道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实
施方案》，整理出符合贫弱人群需
求的博爱救急、博爱助医、博爱家
园、玉禾助学、生命接力、“七色花﹒
微心愿”六个红十字公益项目，并
制定了相应管理办法，成立专项资
金管理委员会，以项目化筹集资

金、实施救助，推动项目规范、透明
运行。扶贫公益项目运行四年来，
投入资金 228.93万元，极大程度帮
助了身处困境、需要救助的贫困群
众，其中，博爱救急项目救助贫困
家庭 34 户，博爱助医项目救助患
者 11 人，实施博爱家园项目 5 个，
玉禾助学项目救助困难学生 116
人，生命接力项目慰问人体器官捐
献者困难家庭 28 户次，“七色花·
微心愿”项目为 500 余名贫困儿童
实现了微心愿。

2018 年至 2019 年，云南省红
十字微公益“滇苗助学”项目和“博
爱图书角”项目对峨山、新平、易门
等县中小学 60 名在校贫困学生给
予资助，捐赠资金 65400 元。为 8
所学校设立博爱图书角，捐赠图书
及书架等价值 16万元。

突出“博爱”关键词，扶贫温暖
千万家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市红十字
会开展了“红十字博爱送万家”“博
爱一日捐”“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

“眼疾患者救助”“博爱家园”系列
活动帮扶困难群众，成为党和政府
在民生领域的有益补充，让广大困
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开
展以来，市红十字会积极争取上级

红十字会支持和自筹投入资金物
资 245.6万元，惠及困难群众 2.5万
人次。“博爱一日捐”活动广泛动员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爱
心力量，共募集爱心捐款 129.75万
元。

市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地方慈善基金会和市人民
医院开展先心病患儿筛查及救助
活动 29 次，筛查患儿 1.6 万人次，
对 30 名贫困患儿实施救助治疗，
救助金额 32.1万元，帮助贫困患儿
家庭渡过难关。各级红十字会还
关注老年人尤其是困难家庭老年
人的眼疾问题，联合爱心企业，对
全市贫困老年眼疾患者进行筛查
和治疗，共筛查 65179人（次），2913
名患者得以实施手术治疗，救助金
额约 290.86万余元。

建设“博爱家园”，提升贫困地
区应急处理能力，改善生活环境。
市红十字会筹集资金 55 万元，在
新平县新化乡新甸村实施红十字
博爱家园项目，帮助项目点建设逃
生避险场所，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
救护培训，组建应急救护队，有效
提升了贫困村防灾减灾能力。同
时，争取香港红十字会“博爱家园
——社区为本减灾”项目在华宁县
和元江县 4 个村实施，投入资金
145万元，目前正在实施中。

突出“奉献”关键词，民生工作
常态化

市红十字会高度重视脱贫攻
坚工作，在联系点华宁县华溪镇甫
甸社区认真组织开展“挂包帮、转
走访”和“回头看补短板强弱项抓
提升”等专题活动。

会领导多次带领干部职工深
入联系点，遍访扶贫攻坚联系户，
了解掌握联系户生产、生活、所需
所盼等基本情况及要求，为研究制
定帮扶计划，推进精准扶贫，加快
脱贫摘帽步伐奠定了基础。

五年来，市红十字会共投入资
金 95.42 万 元 。 其 中 ，直 接 投 入
15.42 万元，间接协调项目资金 80
万元主要用于加强社区基层组织
建设、农村集贸市场项目、柑桔种
植技能培训、防病治病等培训。主
要负责人赴社区讲党课，帮助社区
厘清发展思路，协调项目支持，对
社区群众开展卫生健康和常见病
防治知识培训，积极争取在华溪社
区甫甸小组和下拖卓小组实施博
爱家园——社区为本减灾项目。
结对帮扶干部对贫困户帮助协调
扶贫贷款、生计发展培训、自强感
恩教育，通过定期走访慰问，了解
联系户的所急所思所盼，用心用情
帮助协调解决，密切了干群关系，

成了联系户的“贴心人”。帮助甫
甸社区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廉政宣
传和红十字宣传文化墙。

突出“精准”关键词，基层工作
更细致

脱贫攻坚战中，各县区红十字
会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
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澄江县红十字会推进“博爱情
深 百姓救助”、博爱助学基金、“微
心愿”和“仙湖爱心池”、资产收益
扶贫、让重疾群众医路有家等公益
项目，筹集资金 163.1万元，实现在
助医、助学、助老、助贫等方面精准
扶贫，对补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兜住民生底线发挥积极作用。

易门县积极动员企业爱心人
士个人捐资 18 万元，资助贫困家
庭大学生完成学业。

2019年，各县区红十字会积极
组织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网
络众筹大赛，通过赛前培训、精心
设计、广泛动员，推出了一批具有
玉溪特色的扶贫项目产品，展现了
浓郁地方特色，取得较好成绩。

经过五年帮扶，联系户全部脱
贫摘帽。今后，市红十字会将按照
中央脱贫不脱政策的要求，继续关
心支持帮助困难群众，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

做好“疫情下的急救”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举办“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一）

南京市红十字会在地铁站点投放的169台AED全部安装完毕

南京地铁率先实现AED全覆盖
本报讯 （江笑笑）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在 134个地
铁站点投放的169台AED安装完
毕，每个站点至少配有一台“救命
神器”。至此，南京市地铁在长三
角地区率先实现 AED 全覆盖。
预计到年底，全市AED安装总数
将超2000台。

今年，南京市政府将“在公共
场所设置 500 台自动体外除颤
仪，开展 10 万人次普及培训，培
训持证救护员 2 万名”列入 2020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进一步完善
突发事件应急体系，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随着市红十字会工

作开展，今后，每个站点将培训不少
于10名持证救护员。

与此同时，南京市应急救护公
益培训也在逐步深入。自 2006 年
起，全市普及培训达55万人次。为
方便市民更快掌握救护培训课程，
市红十字会将常规课程切块浓缩打
包，率先开展为期半天的“应急救护
三项技术”培训班，培训课程内容包
含心肺复苏术、AED使用和气道异
物梗阻急救法。

接下来,市红十字会还将推出
“一键呼救”APP智慧平台，为南京
市民打造一张切实有效的院前急救
保护网。

■ 宗红

9月 12日是第 21个“世界急救
日”，全国各地红十字紧扣“疫情下
的急救”主题，先后开展宣传活动，
大力传播急救知识和技能。

浙江 9月11日上午，浙江省
湖 州 市 纪 念 第 21 个

“世界急救日”应急救援演练在德清
县田博园举行。活动由湖州市红十
字会、德清县红十字会联合主办，湖
州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德清县红
十字山鹰救援队承办。演练以红十
字系统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为
背景，演示了灾情信息侦察、动力艇
快速救援、孤岛救援等科目，全面检
验了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伍的训练
成果和实战能力。

9月9日，浙江省嵊州市红十字
会、嵊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举行
纪念第 21 个“世界急救日”主题宣
传活动暨“红蓝”携手共建签约仪
式。嵊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员、红十字志愿
者代表等近100人参加活动。

9 月 10 日上午，浙江省温州市
洞头区红十字会组织区人民医院
（医共体管理服务中心）红十字会、
区疾控中心红十字会在邮政广场开
展纪念世界急救日暨红十字会法主
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心肺
复苏体验区，利用模型教具手把手
教群众掌握心肺复苏操作要领。区
人民医院红十字会为群众免费量血
糖测血压，接受健康咨询，区疾控中
心红十字会现场普及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知识。

江苏 9 月 9 日晚，江苏省张
家港市红十字会举办

2020 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张家港市红十字会
与市应急管理局共同举行应急救援
联动合作签约仪式，签署了《应急救
援联动工作机制合作协议》，并启动
交通安全“救”在身边——红十字急
救箱（包）发放仪式，由市红十字会
联合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市区 155
个道路岗亭投放急救箱，在 107 辆
巡逻警摩上配置急救包。市红十字
会还联合市卫健委、市 120 急救指
挥中心根据市区AED分布情况，共
同制作推出了公共场所“AED 地
图”。

9 月 10 日上午，江苏省南京市
古雄街道新林社区红十字工作站开
展了以“疫情下的急救”为主题的

“世界急救日”宣传活动。红十字志
愿者在社区广场、小区入口、商场、
超市等场所，向居民发放急救知识
宣传手册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册
500余份。

9月9日，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
红十字会围绕“疫情下的急救”主题
在区妇保中心举办应急救护培训。

红十字救护培训师重点讲解了成人
和婴幼儿气道梗阻背部叩击法、胸
部冲击法以及心肺复苏等急救知
识。

安徽 9 月 9 日下午，安徽省
合肥市包河区沁心湖

社区红十字会开展“疫情下的急救”
应急救护培训小课堂主题活动，为
望湖小学的学生们送上了一堂急救
安全知识课，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
识和应急救护能力。

9 月 10 日，安徽省黄山市红十
字会联合屯溪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近100人参加。
培训前，先向参加培训人员讲解红
十字知识和世界急救日的由来及其
意义，并设置心肺复舒、地震安全、
消防安全、家庭安全、驾驶安全五个
互动体验模块。体验结束后，市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讲解了应急
救护知识。

四川 9 月 10 日至 11 日，四
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红

十字会开展救护培训主题宣传活
动。活动中，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的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急救常识，现
场演示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急救
操作步骤，同时进行了疫情防护、无
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和遗体器官捐
献知识普及宣传，现场向群众赠送
红十字急救包30个，发放宣传资料
2000余份。

9 月 11 日上午，四川省广安市
邻水县红十字会联合县蓝天应急救
援队开展“世界急救日”应急救护知
识宣传进企业活动。现场发放宣传
资料 618份，开展义务消杀 1次，参
训人员达 500 名，完成无偿献血登
记20人，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5名，
人体器官捐献登记 1 人，两基金救
助登记1人。

山东 近日，山东省日照市
红十字会围绕“疫情

下的急救”主题，积极组织开展应急
救护培训活动，现场发放宣传彩页

3540 份，演示心肺复苏急救技能。
深入企业、社区、乡村举办培训班 6
场，培训人员 330 人。市红十字会
创新宣传模式，联合市文明办开展

“世界急救日”红十字知识有奖竞答
活动。9 月 12 日至 16 日期间进行
有奖竞答活动，在日照文明网发布
竞答链接，动员社会各界扫码关注

“日照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同
时，在《日照日报》专栏刊发红十字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图片和红十字运
动基本知识，发布红十字掌上急救
学堂二维码链接，广泛宣传普及急
救知识。

9月8日上午，山东省东营市红
十字会在清风湖北门开展第 21 个

“世界急救日”暨东营市红十字蓝天
救援队救援演练，共计 100 余人参
加。

江西 9月12日，江西省樟树
市红十字会在城区街

心花园举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为市
民讲解应急救护知识，并展示心肺
复苏、创伤救护等急救技巧。70余
名志愿者向市民发放应急救护宣传
折页。

湖北 9 月 9 日，由湖北省鄂
州市红十字会、石山

社区红十字服务站主办，西山街道
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承办的“疫情
下的急救”——第 21 个“世界急救
日”暨安全健康教育主题宣传活动
在石山社区和馨居小区开展，近百
名居民参加。

福建 近日，福建省漳平市
红十字会以“应急救

护普及进农村”的形式走进芦芝镇
圆潭村，在圆潭村村部开展“世界急
救日”宣传活动。应急救护培训师
重点讲述了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常
见急症等急救知识，同时发放疫情
防控、应急救援、造血干细胞捐献、
水上安全等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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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部无偿施救地方法规出台
浙江省金华市颁布《金华市无偿施救规定》为应急救护保驾护航

本报讯（吴功卫）9月12日，
由浙江省金华市红十字会参与调
研起草的《金华市无偿施救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通过金华市人
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和省人大常委
会审核，正式颁布施行。规定系
全国首部关于无偿施救的地方性
法规，对于解决社会施救难点问
题具有指导意义。

规定明确，无偿施救人因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为善意
无偿施救行为提供了法律保护，
消除了施救人的顾虑。同时，明
确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
为施救主体，鼓励公民学习应急
救护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救、互救

能力，鼓励具备应急救助护知识和
专业技能的人员实施科学、专业施
救。

明确部门职责，保障必要经费，
规定地方政府在见义勇为基金中增
加无偿施救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和
补助对未构成见义勇为的无偿施救
行为。

明确保障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设
备设施的配备及维护维修，完善急
救网络，发挥应急救援组织作用。

近年来，全市社会急救专业人
员和组织数量逐步提升，持有红十
字救护员证书 132199人，参加过红
十 字 应 急 救 护 普 及 培 训 的 有
997967 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济南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成立

“最美战‘疫’家庭”代表获聘急救培训宣传大使
本报讯 （路苗苗 王哲）9

月12日上午，山东省济南市红十
字会、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济南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举办纪
念第 21 个“世界急救日”暨济南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成立活动。

活动现场，市红十字会为市“最
美战‘疫’家庭代表”—— 济南公交
K3路线五星级驾驶员管力峰家庭、
济南市中医医院高血压科主治医师
秦英家庭、济南日报“健康姊妹花”
代表邱天和张帅颁发“济南市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宣传大使”聘书。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直播带货”助脱贫
本报讯 （鄂红）9月 9日，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
联合网络主播“鄂尔多斯CC”在
抖音平台为塔尔河被服厂带货直
播，开拓扶贫产品销路，为贫困户
增收脱贫注入动力。

塔尔河被服厂是鄂尔多斯市
首个扶贫车间，由自治区红十字

会、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伊金霍洛
旗红十字会共同投资52万元建立，
以红十字会“博爱家园”立项，实行

“党支部+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
重点吸纳镇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剩
余劳动力参与，并与贫困户建立紧
密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贫困户在家
门口持续稳定就业。

浙江省湖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德清县红十字会举行第21个“世界急救
日”应急救援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