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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人道沃土 浇灌民生硕果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事业发展纪实
盐都，江淮平原、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自古民风淳朴，人文底蕴深厚，济世助人的博爱文化源远流长。早在 1915 年，盐都区就成立了红十字组织，时称仁济堂，
广泛开展伤兵救护和赈灾恤难等工作 ，1987 年改组新建，2005 年在全市首家理顺管理体制成为“区政府领导联系的独立团体”，事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长期以来，盐城
市盐都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
关心、
支持红十字工作，盐都区红十字会在区委、
区政府坚强领导和上级红十字会的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紧扣法定职能，
广泛凝聚人道力量，积极开展备灾救灾、
应急救护、
人道救助、
无偿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
遗体器官捐献、
志愿服务、
博爱文化传播、
红十字青少年、
养老照护服务等工作，
着力改善最易受损害人群状况，切实履行党和政府人道助手职能，有力发挥了党委政府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盐都区创成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建
成全国首个县级红十字理论研究基地，盐城市第二小学创成全国红十字模范校，盐都区潘黄街道红十字会创成全国百优乡镇（街道）红十字会，冠名医疗机构盐城市第三
人民医院获国家总会团体特别会员奖牌。区红十字会先后 40 多次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省红十字会表彰。全区红十字会综合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
全省有位置、
全国有
影响。

突出三救三献，打造人道服务品牌

▲盐都红会结对养老、
常态照护工作成为品牌

▲盐都红会为全区高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盐都红会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建立稳固联系

▲盐都各界踊跃支持红十字事业

▲盐都工作人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宣誓

强化备灾救灾工作。一是居安
思危，在全市县级红会第一家建成
700 平米备灾救灾中心和 200 平米
备灾仓库，
储备 70 余万元救灾物资。
二是主动备战，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完善灾害应急预案，加强救援演练，
提升应急能力。三是积极响应，有
效开展救援活动，先后第一时间策
应灾情，为秦南、龙冈、阜宁、射阳受
风灾及响水爆炸受伤群众提供紧急
援助，驰援青海玉树、四川雅安、云
南鲁甸及北美洲海地等地震灾区。
2008 年募集 490 多万元款物支援四
川汶川抗震救灾，并组织志愿者赴
受灾严重的广元市朝天区援建板房
2000 多平米，
获省市红十字会表彰。
强化应急救护培训。一是狠抓
师资队伍建设。先后选送 40 多位
骨干到国家总会、省会培训，加强集
训，提升教学能力。在全市应急救
护技能大赛中，盐都区师资代表队
获团体一等奖，选手黄慧获市五一
劳动奖章，选手徐静 2013 年成功复
苏 1 名呼吸心跳骤停市民，获评省
“最美救护员”和
“江苏好人”。二是
着力实施“公益性应急救护百万培
训”项目。每年深入机关、学校、社
区、企业等单位广泛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普及工作。创成全市首家省标
准化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常态化接
受社会报名并对应开展培训工作。
年培训初级救护员千人以上，群众
性普及培训万人以上，被省表彰为
应急救护培训先进集体。三是扩大
应急救护知识人群覆盖。开设青少
年生命安全教育课程，每年组织 2.5
万名以上中小学生会员参加全国红
十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竞赛，
连续 6 年获全国最佳组织一等奖。
强化弱势群体救助。一是节日
慰问不停步。每年春节前投入 20 多
万元登门慰问困难家庭 400 多户。
二是应急救助冲在前。每年救助白
血病、
尿毒症等生活困难对象 600 多
人，拨付资金 60 多万元。三是重点
帮扶不缺位。每年投入 10 多万元，
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金秋助学”
“温暖送学子、博爱百校行”等活动，
资助困难师生数百人；每年投入 20
多万元与卫健部门协同，救助重度
住院精神病患者、麻风村残老休养
员、困难聋哑对象。四是养老照护
用心做。五年先后资助社区、村居
困难老人 1500 余人，资金近 90 万
元。2016 年率先全市在社区建设红
十字博爱家园，推进红十字工作走
进社区、深入家庭，实施养老照护服
务，年开设应急救护、养老照护知识
普及讲座 40 多场次，受益 2000 多人
次，入户救助和服务空巢失能老人
和困难家庭 200 多户，
2018 年代表江
苏省参加“第八届海峡两岸红十字
博爱论坛”作工作介绍，并为国家总

会调研和全省养老照护志愿服务工
作交流会提供观摩现场。五是解忧
项目更暖心。先后为 40 多位 0-14
周岁先天性心脏病和白血病患病儿
童申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
项目”
“ 天使阳光项目”大额基金救
助近 200 万元；每年参与全区“六下
乡”慰问救助活动，连续三年在每年
的除夕和春节当天，开展“红十字爱
心年夜饭温暖病房”活动，组织近百
名志愿者为市三院 1500 多名住院患
者及陪护人员送上爱心饭菜和温馨
服务，
深受各方好评。
强化“三献”生命工程。一是组
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发动组织
集中无偿献血活动，年均动员 1500
多人次、献血 30 多万毫升，盐都区
直机关干部职工连续 7 年在国庆节
前夕集体无偿献血，全区教育系统
教师会员连续 19 年在“5·8”期间集
体参加献血，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
靓丽名片，为盐城蝉联全国无偿献
血先进市贡献了力量。二是组建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工作委员会，
连续 13 年组织“点燃生命新希望、
爱心相髓百人行”造血干细胞采样
志愿者招募、回访活动，全力做好配
对成功志愿者的再动员、体检和捐
献服务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已招
募 2000 多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
库，王建文、宋青松、王兵、施兵、陈
国莲、胥子伍、董发林、范辉辉等 8
人成功实施捐献，先后受到国家总
会、省市区表彰。三是稳步开展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服务工作，全区
先后共有 21 位志愿者申请登记，2
人捐献遗体，1 人实施肝肾捐献，为
挽救生命、推进医学教育事业发挥
了积极作用。

坚持创新驱动，丰富民生服务载体

合，以红十字示范校创建为抓手，常
态化开展小学三年级集体入会、每
学期两次主题班会、困难学生帮扶
救助、健康教育与卫生保健、自救互
救知识普及、防灾避险逃生演练等
工作，先后建成 1 所全国红十字模
范校和 8 所省级、37 所市级红十字
示范校，相关经验在全省、全国会议
上交流，总会领导、省红会领导，以
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家来盐都调
研，
均给予好评。
三是致力人道资金筹集，增强
救助群众实力。依法建立以机关企
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为参与主体的博
爱救助金筹集机制，近五年年均筹
集善款超 300 万元。通过爱我盐都
“爱心公益卡”义卖、
“ 博爱书画作
品”展览等专项活动，吸引凝聚爱心
力量。积极为社会参与公益搭建平
台，动员永宁实业建立“存本用息”
救助基金、神龙控股冠名自救互救
知识竞赛、华鸥实业结对帮扶、仁禾
中衡助医捐赠、劲牌公司定向助学，
并为新都路党建联盟开设“敦品助
学”基金运行专户，保障精准帮扶。
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严格资金审计
和公示反馈，做到收支清楚，公开透
明，
保证公信力。
四是大力实施惠民工程，不断
提升群众获得感。一方面在全市首
家建立旧衣物接收中心，收集市民
富余旧衣物由志愿者进行清洗熨
烫、消毒包装，按需发放给本地群众
及西藏、四川等边远地区。另一方
面从 2010 年起先后在盐龙、秦南、
学富等地建起 9 家博爱超市，动态
资助困难群众 6500 多人次、300 多
万元。连续三年实施“明亮眼·都有
爱”红十字光明项目，每年为 200 名
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
手术。同时将农村妇女两癌筛查、
肢残人员康复和妇幼关爱等纳入助
医项目，进一步扩大受益人群。专
门设立“红丝带”博爱慰问基金，积
极争取国家总会
“关艾网络行动”项
目，与卫健部门联合，关爱困境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支持艾友互
助小组健康促进活动。

一是致力博爱文化传播，推动
社会文明进步。组建红十字新闻与
传播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常态化开
展人道精神和红十字工作宣传。在
“5·8”世界红十字日、
“6·14”世界献
血者日、世界急救日等重大节日，集
中宣传广泛传播红十字运动知识，
展示红十字工作魅力；加强中国红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人道服务能力
十字报、江苏红十字报、博爱杂志
“两报一刊”的读用推荐，建立“博爱
认真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盐都”公众号，与 20 多家主流媒体
建立联系，用心讲好红十字故事、
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精神，坚持依
传递红十字好声音，相关工作每年
受国家总会表彰。开展“我与红十
法按章建会兴会，加强专兼职干部
培训，有力提升红十字会的政治自
字”征文活动，出版博爱之路、人道
之光画册，
《盐都红十字事业》入选
觉。稳步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围绕
红十字运动文化丛书，省内首家县 “全市领先、全省率先、全国争先”的
级红会志书《盐都区红十字志》成功
目标，推进红十字组织进机关、乡
镇、企业、社区、学校、医院，初步实
出版。2016 年 10 月“五大发展理念
与红十字事业”全国研讨会在我区
现建会组织有场所、有人员、有制
召开，国内外知名学者齐聚盐都研
度、有经费、有稳定的会员和志愿者
讨理论、观摹现场。
队伍、有固定的服务平台和特色活
二是推进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动等“六个有”建设目标，着力强化
培育事业后备力量。与教育部门联
基层组织功能发挥。目前，全区有

▲第 71 个世界红十字日，
盐都红会集中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志愿者

18 个镇（街道）红十字会、
132 个村居
红十字会、
49 家企业红十字会、
40 个
社区红十字组织和 84 家团体会员单
位，形成了覆盖城乡、渗入行业、贴
近群众、规范运行的基层红十字组
织网络和工作格局。2016 年 8 月盐
都区承办全省基层红十字组织建设
培训班并提供现场。2017 年 1 月盐
都区红十字会作为苏中苏北县级红
会系统唯一代表出席江苏省红十字
会九届四次理事会并做大会典型经
验交流，会上龙冈镇被表彰为全省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工作先进集体，
为盐城全市唯一受表彰的乡镇红十
字会。2017 年 11 月在上海召开的
全国“红十字软实力建设”理论研讨
会上，盐都区红十字会作为全国县
级红会唯一代表作依法兴会典型发
言。2018 年 1 月盐都区红十字会因
在实施省政府 2017 年度重点工作
——养老照护志愿服务中成绩突
出，被省红十字会表彰为“成绩突出
单位”
。2018 年 4 月盐都区红十字会
代表江苏省接受国家总会红十字养
老照护工作督查并获得好评。2018
年 6 月盐都区红十字会作为江苏省
唯一代表出席厦门“第八届海峡两
岸红十字博爱论坛”并做先进经验
介绍。2018 年 8 月盐都区红会作为
江苏省唯一代表出席全国红十字参
与社区治理工作推进会，并以《突出
人道供给 参与社区治理》为主题做
大会典型经验介绍。2018 年 10 月
盐都区红十字会代表江苏省出席在
武汉召开的全国人道创新与传播项
目工作会议，
并做交流发言。
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
盐都区红
十字会将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学习贯彻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争取各级党
委、
政府关心支持，
解放思想，
深化改
革创新，根据总会、省市红十字会改
革方案，结合区情实际，认真谋划思
路，细化改革措施，推动全区红十字
会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以改革和换
届为契机，加强区、镇等各级红十字
会机构建设、
人员队伍建设和自身能
力建设。坚持创新引领，
积极适应新
常态，
把红十字工作和以改善民生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结合起来，把传播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
起来，
把红十字事业发展与人类和平
进步事业的推进结合起来，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积极发挥党委政府人
道领域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桥梁纽
带作用，广泛凝聚人道力量，着力改
善最易受损害人群状况，
为加快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
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作出新的贡献，
以优异成绩向建国
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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