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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西山街道为开学“护航”

本报讯（郭怀德）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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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好开学首课·安全教育先行”
为主题，给安琪幼儿园的师生们
普及“戴口罩”“七部洗手法”等安
全防护知识，并发放新冠肺炎健
康宣传资料。

东城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本报讯 （东红）8 月 24 日至
25日，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秘
书长孙凤茹一行 3人赴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化德县红十字会开展两
地红十字会对口帮扶调研座谈
会。双方就近年来的帮扶情况展
开交流，并研究讨论了 2020 年

“博爱助困”对口帮扶项目事项。

玄武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南红）8月26日，江
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十字会在南
京水上运动学校为 122名师生和
教职员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宜丰县老年介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邹杰峰）8月25日，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红十字会携
手县人民医院组织老年介护师资
和红十字志愿者到新昌镇流源社
区开展养老服务普及培训，此次
培训共有社区居民30多人参加。

郑州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郑红）8月28日，河
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第六次全市
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上表彰了
2016—2018 年度全市红十字工
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爱心单位（人士），审
议通过了市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
代表大会有关决议和郑州市红十
字事业 2020—2024年发展规划，
选举产生了市红十字会第六届理
事会、监事会。

新昌县开展教师救护培训

本报讯（新红）8月22日，浙
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红十字会在浙
江省广播电视大学新昌学院为本
年度全县 170余名新入职教师开
展红十字救护员取证培训。

杭锦后旗启动“博爱家园”

本报讯 （杭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杭锦后旗红十字会在头
道桥镇联丰村启动“博爱家园”项
目，该项目主要包括硬件建设、软
件建设、组织发展、生计发展四个
方面的内容，预计 9 月上旬完成
硬件建设。

雨花台区启动“博爱助学”

本报讯 （南红）8 月 27 号上
午，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红十
字会、杭州宋都公益基金会联合
开展“博爱助学”活动，双方共同
出资30.5万元（其中，区红十字会
筹资15.5万元，杭州宋都公益基
金会出资15万元）爱心捐助雨花
台区 61名贫困学生，每位学生发
放助学金5000元。

金东区对口帮扶捐赠物资

本报讯 （许晓喻）8 月 20 日
上午，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红十
字会在曹宅镇举行物资捐赠仪
式，20余家爱心企业通过区红十
字会向对口帮扶地区捐赠总计价
值341万元的民生物资。

吴江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乔煜青）8 月 19 日
至 20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
十字会走进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运营一分公司，分两期为
100名轨交工作人员开展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

云霄县开展急救知识讲座

本报讯（云红）8月25日，福
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红十字会联合
下河乡妇联走进云霄县壹叁职业
培训学校开展“妇女微家”系列活
动之应急救护知识讲座。来自下
河乡妇联“好厝边”志愿者、宝爸
宝妈会员共40余人参加。

巴彦淖尔开展特色科普活动

本报讯（周沉夕）8月23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红十字
会在文博广场开展 2020 年内蒙
古科技活动周暨全区第二十五届
科普活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
以“科技战疫 创新强国”为主
题，共发放宣传品1000余份。

张渚一人获“优秀慈善工作者”

本报讯 （王来根）近日，第
五届“江苏慈善奖”获奖名单公
布，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贾林康获评“优秀
慈善工作者”。

磨出“真功夫”
8月23日，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红十字会在义勇小学操场开展疫

情防控宣传与实战应急演练活动，瓦房店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54名志愿
者参加了演练。 （瓦红）

“让更多孩子走进校园”
——山东省滨州市红十字会“情暖滨州”栏目帮扶寒门学子侧记

■ 张春中 米玉红 庄艳

8 月 25 日，山东省滨州市红十
字会和滨州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大
型公益救助栏目“情暖滨州”录制了
第11期节目。本期节目以“救助寒
门学子 助力未来富强滨州建设”为
主题，现场募集善款136万余元，用
于救助62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

“我要战胜病魔”

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滨州市有
20580 名考生参加了 2020 年高考。

“十年寒窗苦读日，且盼金榜题名
时”，这是每一位高考生的梦想，也
是每一位考生家长的愿望。滨州市
阳信县第一中学高三2班学生吕新
月也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吕新月有
一个双胞胎弟弟，原本姐弟二人去
年就该一同参加高考，但一场突如
其来的疾病让吕新月错失了高考机
会。

“新月弟弟去年考上了潍坊的

一所大学，他现在本该是大二的学
生，但因为给新月治病的花费很高，
我们无力承担两个孩子的学费，弟
弟就为姐姐辍学了，现在在天津打
工。”新月妈妈无奈地说，“作为母
亲，让儿子辍学是很痛苦的决定，但
我们没办法。”

今年，吕新月终于如愿参加了
高考，以 640 分的高考成绩被天津
大学录取。

“我们为什么要救助这个学生？
因为她身上有闪光点。我们不是只
传递悲情和苦情，而是让观众在感
动之余可以擦干眼泪和我们一起行
动，这才能够体现出节目的力量、真
情和热情。”节目负责人米玉红说。

“借钱也要让他上大学”

同样参加今年高考的还有阳信
县第一中学高三 9 班学生白俊孟，
他也是一位有志向的寒门学子。

“家里只能靠父亲打工维持生
计，一个月不休息的话，收入在

3000 元左右。妈妈在我 14 岁时就
去世了，此后便只有父亲一人抚养
我。由于他年纪大、学历低，只得在
村子附近工作，每天6点出门，天黑
才能回家。我快上大学了，不知道
父亲还能干几年。”白俊孟说。

眼看着儿子就要上大学，白俊
孟父亲在村子附近又找了一份工作
给儿子筹集学费。“我现在在一个养
鸡场给人家打工，一天一百多块钱，
最近这段时间效益不太好，上班时
间也是三停两歇。积蓄不多，麦子
刚卖了就给他攒着，准备给他考大
学用。手里钱不够的时候，跟亲戚
朋友们先借钱供他念书。”白俊孟的
父亲说。

虽然日子清苦，但白俊孟的学
习成绩让父亲很欣慰。2019年5月
18日，阳信一中为年满十八岁的同
学举办了一场成人礼，邀请家长和
同学们一起参加。老师让家长为孩
子写一段话，白俊孟的爸爸给他写
的是一张小纸条：“好好学习，做一

个好人。”今年，白俊孟被齐鲁工业
大学录取。

“几乎每天都吃馒头”

滨州市博兴县陈户镇乔子村村
民马秀华的小女儿王梦娜也是今年
备战高考。“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
子，成绩在我们班名列前茅。”王梦
娜的班主任张霞说。

王梦娜十二岁那年失去了父
亲。王梦娜的妈妈说，“那天晚上十
二点多，他去浇地，连人带车都翻进
了沟里。”父亲离世让这个风雨飘摇
的家更孤苦，而姐姐王岩因为经济
困难再也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妹
妹当时上小学六年级，我上高中，学
费一年一万多，我妈自己承担不了
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我就不读书了，
开始出去工作。”王岩说。

2015年，王梦娜妈妈被查出卵
巢癌，做了两次大手术，一家人的日
子更难过了。高中以后，王梦娜体
重一下子下降了十多斤，有时候到

了饭点，她只买一根火腿肠就着馒
头吃。让人欣慰的是，纵使生活艰
难，王梦娜最终如愿考上了山东科
技大学。

《情暖滨州》始播于 2018年，是
滨州市红十字会与滨州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的大型人道救助平台。
节目制作播出 11 期，共募集救助
资金 392.33 万元、募集物资价值
130.7 万元，救助困难群众 522 人，
社会直接受众 50 多万人。滨州市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田洪健表示：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对困难群
众的救助工作，让乐善者好施，使
无助者有助。”

“滨州是一座有温度、有厚度、
有智慧的城市，希望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支持红十字事业，以实际行动
让每一名寒门学子上得起学、上个
好学，让他们拥有一个最好的未
来。”滨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延廷
说。

青春在人道事业中绽放
——记江西省红十字会人道资源发展中心李莹凯

陕西省铜川市出台《铜川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救护培训与“三献”工作被列入
本报讯 （铜川）近日，由陕

西省铜川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举
办的《铜川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贯彻实施启动
会在新区阳光广场举行，红十字
救护培训与捐献工作被写入《条
例》。

该条例共六章四十二条，其
中第三章第二十五条规定：鼓励
公民为需要急救的人员拨打急救
电话并提供必要帮助。鼓励具备
急救技能的公民，对需要急救的
人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红十字
会应当依法开展公众急救知识、
急救技能普及培训，提升公民紧
急现场救护能力。对紧急现场救
护中表现突出的人员，有关部门
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规定：鼓励、支持
无偿献血和自愿捐献造血干细

胞、人体（遗体）组织及器官的行为。
尊重和保护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捐
献行为、捐献隐私和人格尊严。对
表现突出的献血者和捐献者，有关
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近年来，铜川市红十字会积极
开展红十字救护培训知识“五进”活
动上百场，30000 余人参加培训。
同时，广泛开展“三献”工作宣传，无
偿献血工作连续7届14年获得全国
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奖，人体器官、
遗体捐献注册志愿者人数逐年上
升，器官与遗体捐献先后实现“零”
突破。

《铜川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是
铜川市首部规范文明行为的地方性
法规，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与捐
献工作写入该条例，为弘扬红十字
精神，建设守望相助、充满温暖的博
爱之城提供了保障。

北京市通州区红会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本报讯（通红）8月19日，北

京市通州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贾立军带领红十字会帮扶工作队
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开展对
口帮扶对接工作。

在扶贫救助对接会上，双方
签订了“助飞梦想”——通州区
与科右中旗两地红十字会资助贫
困家庭学生协议书，并就今后加
强交流协作进行了深入交流。通
州区红十字会捐资10万元，成立
助学项目，用于帮助当地品学兼

优的家庭贫困学生，计划帮助 100
人，每人资助 1000 元。同时，与北
京华强伟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北
京弘赫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等爱
心企业协调协商，筹集校服500套、
篮球 200 个，合计价值 6.7 万元，全
部用于帮助当地家庭困难学生。

会前，通州区红十字会帮扶工
作队与当地领导一起到2户贫困学
生家中走访慰问，为每户送去 1000
元助学款和价值240元的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

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公益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获第五届“江苏慈善奖”

8年，累计服务超10万小时
本报讯 （万翔）近日，江苏

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第五届“江
苏慈善奖”的决定，镇江市金山公
益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的“天使
在现”关爱失独家庭志愿服务荣
膺“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金山公益红十字志愿者团队
成立于2012年，8年来，已持续为
全市 501 户 913 位失独老人送去
关爱和服务，志愿服务时间累计
超过了 10 万小时。团队多次被
评为江苏省和镇江市的优秀志愿
服务组织，先后二次被评为镇江
市“大爱之星”。

2017年，“天使在现”关爱失

独家庭被镇江市政府授予最具影响
力慈善品牌，先后荣获江苏省志愿
服务项目金奖和全国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

“江苏慈善奖”每2年评选表彰
一次，是江苏省慈善领域政府最高
奖。“荣获江苏慈善奖，对金山公益
红十字志愿者而言既是荣誉、肯定，
也是责任、鞭策。”金山公益志愿服
务总队负责人王芳表示，金山公益
志愿者今后将不忘初心，继续践行
和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努力为失独老人提供更好更
贴心的志愿服务，助力建设和谐美
好镇江。

内蒙古乌后旗红会资助贫困学子
本报讯（阿如娜）8月28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后旗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斯庆图雅一
行 为 贫 困 学 生 杨 少 坤 送 去 了
3000元助学金，助她顺利跨入大
学校门。

杨少坤家住呼和镇，家庭贫
寒，父母是齐华矿业下岗职工，目
前母亲无业，父亲在街上打零工，
收入微薄。今年，杨少坤以 631
分高分成绩被外交学院外语系法
语专业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杨少坤喜忧参半，虽然考上了理想
学校，但入学费用还没凑够。旗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听闻此讯，主动联
系杨少坤所居地的呼和镇红十字
会了解有关情况，经入户核实决定
启用北京乐石文化“关爱寒门学
子”万里行活动专项救助金对其进
行资助。

截至目前，由北京乐石文化公
司提供的专项救助金已全部用于
资助乌后旗贫困学子，共发放救助
金13000元。

■ 夏晓雯

“将青春和梦想融入到红十字
事业发展中去，才能不枉此生，不负
青春。”江西省红十字会人道资源发
展中心七级职员李莹凯已经在省红
十字会服务了 12 年，其间，她多次
获“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8 月，李莹凯被江西省直
机关工委评为新时代赣鄱先锋“群
众身边好党员”，这份荣誉为她 12
年人道事业写下注脚。

守好“战疫”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莹
凯第一时间响应会党组号召，大年
初一就回到岗位，与人道资源发展
中心主任一道起草发布了《江西省
红十字会对社会公告》，吹响了全省
红十字会开展社会募捐的号角。

社会爱心如潮水涌来，李莹凯
负责的捐赠热线永远在通话状态，
一天下来，座机听筒被捂得热乎乎
的。为服务好海外捐方，对接海外
资金捐赠，她克服时差困难，24 小
时在线工作，以专业、专注、高效的
服务，赢得了广大捐赠者的高度评
价。一位美籍华人捐方称赞道：“我
从红十字会的捐赠服务中感受到了
人道主义光芒。”

与贫困户“心连心”

2019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举
办全国红十字系统众筹扶贫大赛，

通过“互联网+脱贫带头人+贫困
户”模式，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销
售，助力脱贫攻坚，李莹凯主动请
缨，揽下江西赛区的筹备工作。

炎炎夏日，李莹凯深入贫困地
区，探访贫困户家庭，普及电商知
识，帮助贫困户搭上电商扶贫快车。
经过8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联系带动
了全省50家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开
展网上农产品销售，众筹金额达280
万元，参与人数近53万人次，受益贫
困户3000余户。3个项目获大赛“红
品项目三等奖”，4个项目负责人获

“优秀脱贫带头人”，还获得大赛组
织奖、宣传奖等单项奖。南昌县松
花鸭皮蛋脱贫带头人借助电商打开
了销路，一个月可以接到 1600份订
单，三个月众筹金额就达65万元，直
接给贫困户分红 13.5万元，实现了
企业（合作社）和贫困户“双赢”。“感
谢红十字会的平台，感谢李莹凯老
师的辅导。”他由衷地说。

让养老服务贴上“江西牌”

2010年，李莹凯被选派到日本
研修培训老年人介护知识。回国
后，李莹凯致力于研究老年人服务
问题，宣传老年人介护知识，主动联
系一线志愿者，深入社区、医院、养
老机构开展养老服务调查，尝试将
日本介护理念、技能与我国传统养
老护理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老年人
服务工作的进步。

经过多年研究，李莹凯探索出

了“引进项目、组织培训、普及推广、
开展服务”的工作思路，推出了居家
介护、医护结合、院养结合“三位一
体”志愿服务模式，这套“江西牌”养
老服务模式多次被宣传推广。李莹
凯还参与编写了《老年介护培训读
本》《中国红十字会养老照护培训管
理手册》用于全省医院、社区、敬老
养老机构开展养老护理知识培训，
已经培养出省级骨干师资972名。

2017年，江西省红十字养老服
务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列为全国试
点项目，为全国红会系统提供了有
益借鉴。

爱心浇筑人道事业

2017 年 3 月，江西省红十字会
成立人道资源发展中心。由于工作
出色，李莹凯被调派到该中心开展
社会募捐及联系省红十字基会等工
作。3 年来，她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捐款捐物，经手筹措资金 400 余万
元，协助设立了“仁爱天使基金”“老
年病援助基金”“爱心互助基金”“未
来教室”“圆梦留守儿童微心愿”等
多个基金项目，为贫困老年、儿童、
大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此
外，她协助省红十字基金会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助力成
长为省内首批5A级基金会。

工作十余年，李莹凯始终保持
“用心用情为贫困群众办实事”的初
心，彰显了一名青年共产党员、一名
红十字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本报讯 （南红）没有耳朵、没
有眼睑、左右脸大小不一致……贵
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有一群患有先天
性面部畸形疾病的孩子。

近日，江苏省农工党南京市委、
南京市红十字会与大方县卫健局联
合组织开展“重塑笑颜”公益救助活
动，27名面部畸形患儿将在南京市

儿童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大方县羊场镇村民李某的女儿

是一名面部畸形患者。因家庭贫
困，无法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李某
女儿迟迟未得到治疗，得知南京红
十字会开展“重塑笑颜”公益救助活
动，李某委托亲戚带女儿赴南京接
受治疗，姑姑李春敬说：“感谢红十

字会给我们机会，让孩子得到治疗，
我们相信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孩子
会越来越好。”

“重塑笑颜”公益救助活动先后
共组织5批60人次患儿在南京市儿
童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救治，为面部
畸形患儿和贫困家庭带去了希望和
关爱。

江苏省南京市红会组织开展“重塑笑颜”公益救助活动

27名面部畸形患儿获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