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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大兴区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大红）8月26日，北
京市大兴区红十字会召开第三次
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
大兴区红十字会第三届理事会理
事、第一届监事会监事，聘请大兴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有国为名誉
会长，选举副区长何景涛为会长，
选举李金霞为大兴区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选举马士义为大兴区
红十字会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

沈阳召开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韦春红）8月31日，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红 十 字 会 召 开
2020 年红十字系统工作推进会
暨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表彰大
会。市政府副秘书长赵继凯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专职副会长张春青对全市红
十字系统上半年工作进行了全面
总结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大会对疫情防控工作中表
现突出的115名优秀志愿者和17
个志愿服务组织进行了表彰，对
参与养老服务试点的 7个地区发
放了应急救护设备。

泰州应急救护进校园

本报讯 （程新玲）9 月 1 日，
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走进市第
二中学附属初中课堂，为 56名初
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
训。

南丰县举办心理救援培训

本报讯（南红）8月30日，江
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红
十字心理救援志愿者技能提升”
暨自我伤害干预技术培训班在县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进行，
来自全县各地的心理救援志愿
者和各乡镇综治干部共计 50 余
人参加培训。

新乡组织开展水上急救演练

本报讯（新红）8月29日，由
河南省新乡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
愿服务队主办、新乡市定国湖公
园管理有限公司和新乡医学院第
三附属医院协办的水上应急救护
演练活动在定国湖进行，百余名
志愿者参加活动。

东营区开展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刘旖晗）8 月 29 日
至 30日，山东省东营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新
区辛镇二期文化综合楼举办为期
两天的“做志愿、会急救”红十字
救护员培训班，来自东营市红柽
柳公益、蓝枫救援、红草地、明德
物业志愿服务队等团队 31 名志
愿者参加培训。

天长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本报讯 （天红）8 月 27 日，
安徽省天长市红十字会组织救
护志愿者赴张铺镇参加“科技抗
疫，创新强国”科技活动周科普
活动，向乡村群众普及“三救三
献”知识。

绍兴为高一新生培训急救

本报讯 （陈佳佳）8 月 25 日
至 28日，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
分别在市第一中学、稽山中学对
高一入学新生分批开展应急救护
普及培训活动，共计8场，普及人
数达1200余人次。

高青县开展“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高红）8月28日，山
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红十字会走进
县第一中学举办红十字应急救护
知识培训班，为高一新生举办“开
学第一课”，2000 余名新生参加
培训学习。

封丘县免费发放助听器

本报讯（封红）8月24日，河
南省新乡市封丘县红十字会深入
黄德镇针对 60 岁以上患有听力
障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红
十字助听”资助扶贫活动，活动共
为 45 名贫困老人免费配发价值
10万余元的助听器。

利津县举办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讯（李茂友）8月28日，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在
县城凤凰广场举办红十字生命健
康安全教育项目主题宣传活动，
利津县津苑社区居民、县第一实
验学校学生及家长和部分志愿者
等共计420人参加。

黄山区急救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李松筠）8月31日，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会走
进金色摇篮幼儿园开展“儿童意
外伤害急救知识”培训。幼儿园
35 名教职工和部分幼儿家长参
加了讲座。

让雷锋精神传得更远
——记“四个100”最美志愿者、江苏省镇江市红十字雷锋车队队长朱启明

■ 江红

8月26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在京召开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发布了 2019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
者、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和疫情防控最美
志愿者名单。镇江市红十字雷锋车
队队长朱启明荣获最美志愿者。

一次捐款开启公益大门

1998年，朱启明成为一名出租
车司机，每天除了正常载客，还经常
义务接送残疾人和出行不便的老
人。2007年 1月 28日，为挽救身患
白血病的爱心天使——江苏大学学
生陈静，镇江开展了一场“满城尽飘
黄丝带”的大型募捐活动。那天，
朱启明也在活动现场。无数爱心市
民踊跃捐款的场景深深触动了他，
他当即捐出了一整天的收入，从此
开始了公益生涯。

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数年后，朱
启明感觉到一个人力量有限，希望
团结更多人的力量做公益。2010

年，朱启明联络身边有志
愿服务意向的司机成立了

“镇江华东雷锋车队”。车
队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
为 10 所贫困学校建立爱
心图书室，“我们设立了图
书收集点，接受各类爱心
人士的捐赠，把爱心书籍
送到300公里外的学校”。

雷锋车队以“学习雷
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为服务理念，规范营运。
队员在车内设置便民袋，
配备一次性雨衣、雨伞、创
可贴、急救药品、饮用水、
手机充电设备等物品，细
致周全为顾客考虑，“乘客
上车有招呼声，下车有告
别声和提醒声”。他们每
天统一穿着，精神饱满服
务群众，日复一日穿梭在
镇江的大街小巷，成为城
市文明的独特风景。

做好事的“江苏好人”

如今，朱启明已经是一位拥有
十几年公益经验的“老志愿者”。他

带领雷锋车队先后开展了“博爱助
老，从头做起”“驾校学急救，雷锋在
行动”“圆梦微心愿”“童饮长江水，
携手共成长”“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等志愿服务项目。

2012 年，朱启明联
合雷锋车队和扬州爱心
车队带领两地留守儿童
开展“童饮长江水，携手
共成长”庆祝六一国际
儿童节活动。截至目
前，庆祝活动已连续八
年在镇扬两地开展，每
次活动都让两地留守儿
童感受到爱心和关怀。
每年暑期，朱启明还会
联络专业人士为留守儿
童开展生命安全教育和
防溺水教育。

为帮助家庭困难
的小学生、留守儿童和
残疾儿童，实现他们的
心 愿 ，朱 启 明 设 立 了

“圆梦微心愿”帮困助
学志愿服务项目，他多
方联络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筹集资金，保证

项目顺利实施。从 2013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他们共筹资金 8.5 万
元，帮助 1475 名贫困、留守、残疾
儿童，这个项目也被评为 2017 年
江苏省第二届志交会“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
朱启明还设立了“博爱助老，从

头做起”志愿服务项目，自学理发
技能，带领队员长期为敬老院和车
队爱心服务基地京岘山老年公寓的
老人们提供义务理发服务。此外，
朱启明还连续八年同老人过元宵
节，深受老人喜爱，老人们称他是

“新时代的活雷锋”。8 年来，朱启
明和队友已为老人服务达 3000 余
人次。

此外，朱启明和队友参加了省
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师资培训，并
获得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资
证书。现在，他和队友经常走进学
校开展救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2015年起，他和队友走进驾校对新
学员进行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目前已培训 2812 名学员。朱启明
说：“多一个人学会急救技能，就多
一个挽救生命的机会，我们的付出
就值得！”

对于朱启明来说，“雷锋”不仅
是英雄的名字，更是心中永远的金
标杆，他始终以雷锋的思想精神、行
为作为实践准则，积极为公益事业
贡献力量。

广西百色靖西市大莫村因地制宜推进精准扶贫

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安徽天长红会表彰优秀志愿者
本报讯 （天红）8 月 26 日，

安徽省天长市红十字会召开志
愿服务工作委员会会议暨优秀志
愿者表彰培训会。会上对 10 名
优秀红十字志愿者进行表彰，并
颁发荣誉证书。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各队队长汇报了今年以来的
志愿服务工作及下一步工作计
划。会议还开展了全国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录入培训和网络舆情
专题培训。

近年来，天长市广大红十字
志愿者紧紧围绕天长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和红十字会核心业
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
具有红十字特色的志愿服务活
动，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9 年共组
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97场次，参加
活动 811人次，新增志愿者 103人，
志愿者总数达 1288 名。疫情防控
期间，天长市红十字会组织 107 名
志愿者走进社区、公园、乡村，开展
防疫知识流动宣传，协助接收和发
放各类防护用品和捐赠物资，到无
物业小区卡点值班，协助社区开展
包保路段督察工作。面对湖北省医
疗用血紧缺情况，506 名志愿者撸
起袖子献血战“疫”。

“这次能够获得优秀红十字志
愿者称号，对我是一次鼓励，更是一
次鞭策。今后，我要加倍努力，积极
参加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以志愿
者之爱，帮助他人，快乐自己。”天
长市红十字志愿者董广英说。

■ 张云河 葛孟超

广西百色靖西市大莫村，“九分
石头一分土”，村民 1200 多人，到
2015 年全村贫困发生率仍高达
82.8%。

近些年，广西持续加大少数民
族地区脱贫攻坚力度。大莫村因地
制宜发展扶贫产业，改善基础设施，
提高教育质量，到 2019 年底，全村
贫困发生率降至 1.12%，实现整村
脱贫。

技术有人教，销售有保障

大莫村的一个山坡上，6 头黄
牛正悠闲地吃草。“一头育肥的牛能
卖万把块，山那边还有我家 20 只
羊，出栏后每只也能挣1000多块。”
正在放牧的村民陆金从介绍。

这些年，广西大力扶持扶贫产
业发展，确定86种产业形成特色产
业目录，集中力量投入产业奖补资
金、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各地扶贫产
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借力产业
扶贫，大莫村发展起了优质稻种植
等特色产业。

2018年，大莫村成立村集体股
份公司——靖西市兴边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与中科畜牧（深圳）有限公
司合作经营，建起了大莫生态养殖
场。“像陆金从这样的散养农户，依
托生态养殖场，养殖技术有人教，牛
羊销售有保障。”大莫村第一书记王

翔说。
陆金从还种了1亩地牧草。牧

草由养殖场收购，根据种草的面积，
村民可以获得兴边公司的相应股
权，享受分红。目前全村牧草种植
面积300亩，85户村民从中受益，户
均年增收2000多元。

“去年我家摘了贫困帽，最近准
备扩大养殖规模，再买10只母羊。”
陆金从说，“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引来山泉水，用水不再愁

拧开家中水龙头，不一会儿，村
民吕朝乖就接满了一大桶清水。

以前每逢旱季，连着三四个月
不下雨，只有一眼山泉供村民取水。
人缺水，地更缺，一垄接一垄，尽是
望天田。

2018 年初，村民们顺着山泉
水，历经曲折找到了 5 个水源地。
当年 7 月，对口帮扶大莫村的深圳
市龙岗区出资160万元，建成5个高
位水池和 7.5 公里长的引水管道。
吕朝乖说：“如今，不光喝水不发愁，
家家还建了卫生厕所。”

去年初，大莫村建成防渗水利
工程，农田灌溉问题也迎刃而解。
借力粤桂对口扶贫协作，大莫村还
实施了道路修整、电力改造等一批
基础设施项目。“2017年以来，龙岗
区累计支援大莫村 2350万元，兴基
建、补短板。”王翔说。

如今，村里建起了卫生室、农家

书屋、戏台、篮球场等，村道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盖起新校舍，有了助学金

510 分，高出广西文科一本分
数线 10 分。“方仕仗可是大莫村历
史上头一个‘一本生’。”消息很快传
遍村里，大莫村弄关民族小学校长
李春谋高兴地说。

“他们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方
仕仗在高中阶段不光免学费，每年
还能享受 3500 元助学金。”王翔介
绍，有了这项政策，方家弟兄俩都在
县城上了高中，“弟弟明年也要高考
了，希望再出一个大学生。”

弄关民族小学建在大莫村弄关
屯。以前没黑板，旧校舍的石头墙
上先用水泥刷一层，再用墨汁抹一
遍；不通电，空墨水瓶里灌进煤油，
插根棉线，成了煤油灯。

近年来，弄关民族小学先后获
得60多万元建设资金，盖起了全村
最漂亮的楼房，孩子们也有了运动
场。

2017年，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向学校捐赠了电脑等教学设
备，这个偏远的小学校搭上了远程
教育的快车。邻近的龙邦镇中心小
学还不时派老师前来授课，让教学
质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教育条件
改善了，孩子们会更有出息。”李春
谋说。

（转自《人民日报》）

▲朱启明为学生培训急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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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聚焦“四个100”

8月31日，湖北省鄂州市红十字会、西山小学联合举办以“小手拉大
手，安全一起走”为主题的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与体验活动，官柳社区红十
字会、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兼职“安全健康大使”，为西山小学的孩子
们普及公共安全知识，传播自防自救、互帮互救理念。 （郭爱兵/摄）

小手拉大手
安全一起走

（上接一版）

开门招贤礼士

成立研究会的方案通过后，
上海市红十字会一边“厉兵秣
马”，积极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落
实工作经费，一边“招贤礼士”，主
动联系、邀约、推荐热爱红十字事
业，在或曾在本市红十字系统工
作、对红十字工作富有心得的人
员，以及在红十字运动实践和研
究上有一定造诣的总会、兄弟省
市红十字会领导及部分院校、科
研院所专家、学者加入研究会。

2015 年 9 月，关于邀请成为
研究会会员和特聘研究员的征询
函发出后，立即得到红十字系统
广大干部、会员和志愿者积极响
应，以及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鼎
力支持。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收
到来自总会报刊社、本市红十字
系统、其他社会组织、科研机构，
以及江苏、内蒙古、贵州等兄弟省
市红十字会 30 多封复函。经个
人自荐、单位推荐和研究会秘书
处审核，最终吸纳了36名红十字
系统专兼职干部、志愿者骨干和
相关领域人士为研究会会员，聘
请苏州大学教授池子华等 10 名
专家为特聘研究员，聘期三年。

在当年 11 月的研究会成立
仪式上，与会会员第一次正式行
使了会员权利——审议并原则通
过了《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会章
程》。特聘研究员代表、华东理工

大学教授范斌在致辞中表示，“将秉
承人道主义的精神，科学规范、创新
务实地对红十字会的理论体系、发
展规律以及诸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进行研究和学习，为红十字理论研
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着红十字理论研究工作的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人表达了希望加
入研究会、共同学习成长的愿望。
同时，考虑到基层单位人事变动等
因素，为壮大研究会力量，推动研究
会工作发展，一年后，研究会在本市
红十字系统内进行了会员扩招和调
整。此后，形成了每年一次会员扩
招和调整、召开会员大会的工作机
制。

5 年发展至今，先后有 13 名国
内知名学者和红十字领域专家受聘
为研究会特聘研究员，会员从成立
之初的36人增加至73人。目前，会
员平均年龄约44岁，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者约占 56%。他们中，约
41%来自市、区红十字会，34%来自
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15% 来自高
校和科研院所，9%来自学校红十字
会和社会其他层面，都是对红十字
工作有丰富经验和深刻思考的从业
人员、志愿者等。这种由红十字系
统内、外两方面共同组成的会员队
伍结构，充分体现了研究会的群众
性。

确定了发展定位，落实了经费
保障，充实了人才队伍，研究会开始
大踏步地向既定目标迈进。

（沪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红会公益项目进校园

844名学生获得“开学礼物”
本报讯 （何佳妮）9月 1日，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红十字会在
育才小学教育集团黄姑山路小学
开展“小小文具 书写未来”公益
活动，为全校 844 名小朋友送上
新学期的文具套装。

黄姑山路小学是一所随迁子
女学校，在这里就读的都是外来
务工者的子女。“我们学校的小朋
友比较特殊，家里条件比不上城

里的孩子，疫情期间有些小朋友口
罩都舍不得换，正面用了反面用，都
起毛变色了，当时，红十字会给我们
捐了 3.8 万个口罩解了燃眉之急。
现在开学了，又给我们送来了文具
套装，都是孩子们急需的东西，非常
感谢你们。”翁校长说。

开学典礼后，区红十字会还为
全校师生送上一堂“红十字校园安
全讲座”，向孩子们科普急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