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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金牛区急救竞赛获奖

本报讯（金红）9月16日，四
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市总工会、
市人社局联合举办百万职工技能
大赛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竞赛，
金牛区代表队在大赛中获第二
名。成都市各区(市)、县共 21 支
队伍参加比赛。

诸暨为消防员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诸红）9月17日，浙
江省诸暨市红十字会救护师赵项
峰为市消防救援大队浣东站开展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20余名消
防员参加培训。

赣州开展帮贫助困活动

本报讯（张岚）9月14日，江
西省赣州市红十字救援队携手章
贡区民政局、区雄鹰应急救援中
心开展帮贫助困活动，为贫困户
送上秋冬换季服装并帮助贫困户
做好环境消杀。

绍兴应急救护师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陈佳佳）9月15日，
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市总工
会联合举办市直职工红十字三级
应急救护培训师培训班。培训班
为期3天，来自产业发展集团、黄
酒集团、公共事业集团、城投集
团、公共交通集团等基层工会推
荐的35名学员参加培训。

溧阳走访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金璐）9月17日，江
苏省溧阳市红十字会赴上兴镇汤
桥村开展“阳光扶贫”入户走访活
动，看望慰问结对帮扶困难家庭，
向杨龙伢、周庆年、杨如木3户困
难户致以中秋祝福和慰问，并为
每户贫困户送去500元慰问金。

祁县捐赠物资助脱贫

本报讯（祁红）9月15日，山
西省晋中市祁县红十字会举行

“祁县决战脱贫攻坚爱心行动
——下古县村、下闫灿村捐赠仪
式”。县红十字会携手 6 家企业
和 11位爱心人士向 30名受助学
生、85户贫困户，及下古县村、下
闫灿村捐款捐物合计5.8万余元。

临沭县急救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临红）9月14日，山
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应急救护讲师
团走进周庄中学举办专场培训，
全校共300余名师生参加培训。

兰溪1单位、3人获突出贡献奖

本报讯 （冯冶凌）近日，浙
江省红十字会公布 2020 年浙江
省突出贡献红十字集体和个人名
单，兰溪市育才中学红十字会获
全省突出贡献红十字基层组织
奖，培训师陈福生、陈慧卿获全省
突出贡献红十字个人会员奖，胡
芳获全省突出贡献红十字志愿者
奖。

瑞金志愿者助力马拉松

本报讯（张岚）9月12日，由
江西省瑞金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协办的“2020年江西省第六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瑞金赛区）5公里
迷你马拉松健康跑活动”在瑞金
市体育中心举办。来自社会各界
的 300 余名运动爱好者参加活
动。

灌云县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王丹丹）9月17日，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
举行 2020 年度“博爱圆梦”助学
金发放仪式，共资助 23名准大学
生，每人给予一次性资助金 3000
元，发放助学金6.9万元。县政协
副主席、红十字会会长任静出席
活动并讲话。

梁平区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李羡权）9月17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联合区总
工会为群团机关举办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培训。来自团区委、妇
联、工商联、残联、计生协等10 个
群团机关 40 余名工会会员参加
培训。

华清宫红十字救护站启动

本报讯（临红）9月16日，陕
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红十字
救护站通过省红十字会验收，成
为全市第一个景区红十字救护
站。区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峰主持
华清宫红十字救护站启动仪式，
华清宫救护队进行了急救技能演
练。

建邺区举办急救知识讲座

本报讯（刘斌）9月17日，江
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红十字会为南
京保利大剧院 70 名职工举办应
急救护知识讲座。

健全服务网络，共建“博爱家园”
——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二三事

■ 东红

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是城
区二元结构、多元需求明显的社区，
常住人口6万人。在“博爱家园”项
目发展中，社区构建起以注册红十
字志愿者为主体的社区志愿者网
络，现有注册志愿者 9176人。志愿
服务活动紧紧围绕“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精神，形成了 1 个志愿服
务中心、16 个志愿服务站、12 个服
务基地和6个交通文明示范岗的志
愿服务体系，并向着持久、规范、制
度化方向发展。

“把最需要帮助的人放心上”

近年来，小东门街道红十字会
以“博爱家园”项目为抓手，充分调
动居民积极性、主动性，有效动员街
道工作者与辖区企业、机关、学校、
医院联动，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志
愿者服务，建立健全志愿服务体系，
居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我们经常看到红十字会志愿
者骑着车子穿梭在弄堂里给困难老
人送尿片。在街道红十字服务总
站，总有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小朋友

做功课。贴心的志愿服务，把大伙
儿的心都连在一起了。”社区居民
说。

为帮助困难老人，街道红十字
会开展了“困难重度失智老人关怀
服务”项目。每月5日，小东门街道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总会“如约”出现
在困难老人家门口。因为尿片、尿
裤、护理垫属于这部分老人的“刚
需”，所以无论老人住在老城厢的哪
个角落，去老人家里的路有多曲折，
志愿者总能克服一切困难，按时将
整箱护理用品送到老人床边。该项
目开展 8 年来，已经累计为困难老
人赠送护理用品近万件。

除了给老人送必需品，志愿者
还会上门传授气道异物梗阻、心肺
复苏等急救技能。街道红十字会
还定期开展老年介护培训，帮助家
属和护理人员掌握卧床洗头、更换
尿裤、安全使用轮椅等老人护理方
法，进一步提升老人晚年生活质
量。

守护孩子的未来

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街道红
十字会积极开展“智力助学”项目。

2018 年 3 月，街道红十字会与上海
理工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生志愿
者联手，在服务总站举办三期助学
活动，促成大学生志愿者与社区困
难家庭学生结对补课，如今，街道已
有10余名中小学生获得有效帮助。
初中三年级在读女生小悦（化名）就
是第一批被帮助的困难学生之一。
小悦的哥哥有智力障碍，需要家长
24小时照看，一家人依靠父母轮流
打零工维持生计。懂事的小悦一直
努力学习，但在升入初二后，小悦成
绩停滞不前。父母无力亲自辅导，
也负担不起补习费用，看着孩子为
成绩焦虑，他们心急如焚。

街道红十字会了解这一情况
后，先后联系了上海理工大学、复旦
大学两位大学生志愿者为她辅导功
课。每周五放学后，大学生志愿者
都会来到红十字服务总站教室给小
悦讲课。在街道红十字会帮助下，
小悦不仅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重
拾了学习数学的信心。

对于外地来沪务工人员子女，
街道红十字会也格外关注。街道辖
区范围住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为
了不影响生意，每逢寒暑假他们就

把孩子接到上海。白天父母不在
家，这些孩子的安全和学习如何保
障？街道红十字会进一步创新服务
方式，拓展服务内容，以“大手牵小
手，帮困加助学”的形式，为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特别开设了“红十字爱
心班”。

通过与大学生志愿者的学习互
动，孩子们在爱心班里学到了应急
救护技能、增长了知识阅历，安全、
快乐地度过假期。

“老城厢”变“新家园”

“博爱小东门，情系百姓家；重
塑老城厢，建设新家园”，这是小东
门街道红十字会近年来努力的目
标，也是小东门街道志愿者工作前
行的方向。“人道、博爱、奉献”红十
字精神，志愿者践行的“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精神，已经内化为小东
门街道志愿者服务群体以及广大社
区群众的自觉行为，融入社区居民
生活之中，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投身
志愿服务。

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注重“党
建引领，夯实基础”，组建起“文明
守序车管会”“家园清洁守护队”

“邻家屋里厢”等十大类 102 支志
愿服务团队，开展了“茗香议事厅”

“弄堂花园”“小鲸鱼爱心义卖”等
139 个公益服务项目，在全社区营
造出“志愿服务，人人参与，家家支
持”的良好氛围。“火灾救助”“困难
重度失智老人关怀服务”“关爱来
沪务工人员子女”“品牌企业社区
行”“红十字移动服务站进楼宇”

“智力助学”等项目推动了小东门
街道红十字志愿服务与社会资源
有效结合，在红十字志愿服务中树
立先进典型，在社区中充分发挥了
榜样的示范作用。

一次次志愿者服务让社区的环
境变得越来越整洁，邻里关系变得
越来越融洽，社区的公益环境也得
到了大幅提升。无偿献血和造血干
细胞入库的志愿者数量显著提升、

“千万人帮万家”的爱心捐款数额逐
年提高、在街道注册的公益性社会
组织数量也有了明显增长。

在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红
十字会的努力下，多元主体共同搭
建和谐家园，志愿者把爱洒遍老城
厢，互帮互助的正能量成为社区新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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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中 赵娜

近日，山东省红十字会、省血液
中心在济南市高新区献血屋共同举
行第六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
宣传活动，全体党员统一身穿红十
字马夹，与红十字志愿者共同参与
现场宣传推广和献血服务。

献血小屋：献血登记气氛浓

“能够加入中华骨髓库，挽救他
人生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现场采集血样的志愿者杜恒科
说。杜恒科不仅身体力行，还主动
联络重庆大学济南校友会发动大学
生采集血样和捐献血小板。

济南史女士的孩子去年突患白
血病，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为其捐
献血小板，现在孩子病情稳定。为回
馈社会，她来到骨髓捐献现场采集血
样，正式加入中华骨髓库，“感谢社会
各界对我孩子的帮助，我加入中华骨
髓库，就是要以亲身经历向社会宣传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捐献理念，
动员更多有大爱精神的人们加入到
这个行列中来，挽救他人生命”。

活动现场设置了室外宣传展
架，还播放了中华骨髓库宣传片，帮
助前来参观的市民和志愿者了解造
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参加活动的嘉
宾共同为“中华骨髓库入库采样点”
和“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
志愿者现场介绍了山东省无偿献血
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情况，引导
市民参观爱心献血屋，了解采集血
小板流程，许多市民现场采集了血
样、捐献了血小板。

“在志愿者捐献血小板的同时，
同步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可以快速
增加我省入库血样总量。已经捐献

过血小板的志愿者，将来一旦配型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也会从心理上更
容易接受和适应。”山东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说。

现场直播：供受见面暖人心

9 月 16 日，枣庄电视台演播大
厅举行“红十字生命相髓”——山东
省暨枣庄市纪念第六个“世界骨髓
捐献者日”直播。

活动现场播放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专题宣传片《髓缘》，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移植中心主任黄宁介绍了捐
献知识，两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供、
受双方见面将活动推向高潮。

捐献者王鑫是枣庄市公安局一
名警察，2016 年，他为远在上海的
叶子杰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节目现
场，他与叶子杰的母亲唐女士进行
了视频连线，唐女士几度哽咽，不断
地通过视频向王鑫鞠躬致谢，“孩子
现在上六年级了，身体非常好，是您
救了我们全家……”叶子杰用一封
书信和亲手折叠的千纸鹤，表达了
对“山东叔叔”的感恩之情，“我要衷
心感谢山东叔叔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也要成
为一个勇敢有爱心的人”。

另一位捐献者张焰，来自滕州
市中学，是一位青年教师。2017年，
她为安徽合肥的鲍先生捐献了造血
干细胞。节目现场，她与鲍先生首
次见面。节目现场，张焰将自己亲
手绣的一对香囊送给了鲍先生，并
祝他身体健康，生活越来越好。

见到救命恩人，鲍先生的儿子
非常激动，他很感激捐献者的爱心，
让他们重新看到希望。“父亲是家里
的‘顶梁柱’，他身患白血病后，我觉
得天都塌了。后来当得知与山东恩

人配型成功，我们才重新拾起生活
的信心，永远忘不了‘山东恩人’”。

群众参与：持续动员掀热潮

8 月 15 日晚，由山东省红十字
会、东营市红十字会、东营区红十字
会主办的“黄河入海、心髓我动”的首
届红十字文化与艺术季晚会在东营
区博爱驿站举行。主持人在节目中
穿插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现场
群众在欣赏歌舞节目的同时，加深了
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了解。

8月22日，30名志愿者围绕“无
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器官
捐献”三个内容模块进行分组设计，
完成了“我心中的红十字”20 米长
卷作品，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老
中青志愿者和热心市民现场挥毫泼
墨，书写弘扬红十字文化的艺术作
品，把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8 月 29 日，由红十字志愿者参
演的现代都市公益话剧《髓愿》上
映，通过演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
大爱故事，展示了东营这座城市特
有的温度、高度和厚度。同日，东营
市红十字会还组织举办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知识培训班，40余名青少年
参加培训，多名青少年现场采集血
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此外，市红十字会还举办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宣传“五进”活动，让捐献
知识走进社区、农村、企业、学校、机
关，动员各界群众加入中华骨髓库，
让身处绝望中的人们看到希望。

截至8月31日，山东省红十字会
完成志愿者招募和血样检测入库20.4
万人份，累计870位红十字志愿者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其中有47人为美
国、加拿大、韩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白
血病患者捐献，使患者重获新生。

“让绝望的人看到希望”
——山东省红十字会纪念“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侧记

合肥市红十字会牵头实施医疗急救项目工程

全市公共场所增设256台AED
本报讯（张妍）9月12日，安

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
厂家技术人员在地铁3号线市政
务中心站厅内，对 AED（自动体
外除颤器）样机进行安装测试，测
试通过后将在全市公共场所增设
256台AED。

2019年，合肥市红十字会牵
头在公共场所实施医疗急救项目
工程，已在公共场所配置 133 台
AED，成为推进健康合肥建设的
重要举措。2020年 1月 13日和 4
月 15 日，在高铁南站先后使用
AED成功施救2人。

2020 年 1 月，合肥市政府办
公室印发《2020年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事项工作方案》，市红十字会承
担实施其中第四项增设238套心脏
急救设备项目（后根据实际需求增
加至256台），现已进入设备测试安
装阶段，测试通过后，将分批次安装
256 台设备，预计 11 月初完成安装
验收并投入使用。同时从9月份开
始，按照1∶3的比例，开展配套救护
员培训工作，预计培训救护员 800
余人。

今年新增设的 256 台 AED 设
备，主要设置在区属及开发区学校、
公办养老机构、4 个社区博爱家园
项目点等地，同时将实现地铁 1、2、
3号线AED全覆盖，并将在年底前
运行的地铁5号线安装20台。

江苏省昆山市红十字志愿者赴贵州对口帮扶地区开展助学活动

191名学生领取22万余元助学款
本报讯（颜丹丹）9月8日至

11日，江苏省昆山市红十字会蔚
舟志愿者服务队 20 余名志愿者
赴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开展助学
活动。4 天时间内，志愿者走访
10所学校、50余家贫困户，向191
名学生发放22万余元助学款。

自 2019年起，红十字蔚舟志
愿者服务队与碧江区学校多次开

展帮扶活动，通过实地考察了解情
况，确定帮扶学生名单，回昆山后为
贫困学生寻找一对一资助者。同
时，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向学校捐赠
教学文体用品，共捐赠款物近80万
元，为贫困学子们送去了关爱与希
望。“我们希望鼓舞贫困学生和他们
的家人，帮助他们面对生活的困
难。”志愿者代表说。

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联合开展亚运会应急救护救援演练活动

2分钟完成生死急救
本报讯 （江红）“我是赛道

裁判，呼叫指挥部。体育场馆东
2 门处有运动员倒地昏迷，请求
医疗救援！”

9 月 16 日，浙江省杭州市江
干区红十字会和区文广旅体局联
合开展“红十字与亚运会同行”应
急救护救援演练活动，为将于
2022 年在杭州举办的第 19 届亚
洲运动会提供安全保障。

活动现场模拟运动员突发
昏迷情景，得知运动员“心脏骤
停”后，2名救护员立即开展心肺

复苏急救，1 名救护员赴医疗服务
站取来 AED，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
话，整个“施救”过程仅耗时 2 分
钟。

“今年，我们联合区文广新局组
织了三场亚运场馆急救实战化演
练。常态化演练的目的有两点，一
方面‘以练促学’检验红十字现场救
护员的实战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实
景重现’，建立应急预案，进一步规
范、健全院前急救各项流程，做到心
中有底、科学施救。”江干区红十字
会负责人说。

浙江新昌好心人逝后捐房产
成立博爱基金帮助147人

本报讯 （新红）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新昌县红十字会向 43
名困难学生发放 10.6万元“陈新
宇博爱基金”助学金。县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执委会主任王丽
英带队赴新昌中学、南明小学、沃
州小学等学校为受助同学送上慰
问金，并勉励同学们不要畏惧眼
前的困难，努力学习。

2012年，县政协委员陈新宇
向县红十字会捐赠了他唯一一套

房产，约定在他身故后，县红十字会
可以通过房产拍卖或拆迁项目将房
产变现，用于助学、助困。

2017年 3月，年过 90的陈新宇
逝世。不久，其捐赠的房产被县政
府划进了拆迁范围。经过法定程
序，县红十字会共收到拆迁款 180
万元，遵照陈新宇遗愿设立“陈新宇
博爱基金”。自 2018年正式启动以
来，已陆续帮助 147人，发放金额达
39.2万元。

“台风”下的演练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红十字赈济救援志愿服务队以今年第8

号台风“巴威”为背景,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模拟台风登陆后救援实
景，区红十字会、区赈济救援队等近30人参加演练。 （杨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