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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盐都区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盐红）9 月 5 日，江
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召开红十字会
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
产生了区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
理事、第一届监事会监事，聘请盐
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区委书记
吴本辉和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娟
为名誉会长，选举副区长肖乐农
为会长，选举陈海高为常务副会
长，选举季严彪为区红十字会第
一届监事会监事长，表决通过肖
乐农会长提名陈海高担任区红十
字会秘书长、王金海担任副秘书
长的决议。

乌兰察布宣传“中华慈善日”

本报讯 （乌红）9 月 5 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红十字
会、市民政局在察右前旗举行第
五个“中华慈善日”宣传活动。活
动现场，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为
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和群众进行了
创伤救护和心肺复苏培训。

利津县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李茂友）9月5日至
6 日，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
字会举办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
育项目第七期救护员培训班，利
津街道文苑社区、利城社区居民
及部分志愿者共55人参加。

信丰县举行爱心助学仪式

本报讯 （张岚）9 月 1 日，江
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教体局、信丰单采血浆站举行
爱心助学仪式。此次捐助对象为
考上二本以上的贫困高三毕业
生，共捐助17人，合计金额17000
元。

南浔区发放急救箱

本报讯 （彭玲）9 月 1 日，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红十字会举行

“疫情下的急救”暨急救箱进农村
活动启动仪式，给开发区 22个行
政村发放急救箱，并现场讲解急
救用品的使用方法。

灌云县为高一新生培训急救

本报讯（王丹丹）9月2日下
午，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
字会走进县中等专业学校，为近
1500 名高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

沧州救助白内障患者

本报讯 （沧红）9 月 1 日，河
北海润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第二分
公司向沧州市红十字会捐款 20
万元，设立“夕阳光明行”救助金，
联合沧州市红十字会、沧州眼科
医院开展“夕阳光明行”白内障患
者救助行动。活动计划一年内救
助 100 名沧州辖区户籍、患有单
纯性老年白内障的 50 周岁以上
的眼疾患者在沧州眼科医院接受
单眼手术治疗。

景德镇举办国际认证培训

本报讯 （景红）8 月 25 日至
28 日，由江西省红十字会主办、
景德镇市红十字会承办的全省首
期中国红十字救护员国际认证课
程试点培训班在景德镇市昌江区
举办。培训班分为两个班次，昌
江区各乡镇街道卫生院卫生员、
学校教师以及社区工作者参与培
训。

鹿城区为初一新生培训急救

本报讯 （鹿红）9月 2日至 3
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红十字
会在绣山中学为 500余名初一新
生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齐齐哈尔举办急救培训

本报讯 （齐红）8 月 27 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科技局以会议直播的形式在
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举办
全市驻村扶贫干部应急救护培
训，全市 447 个驻村工作队及乡
镇干部1500余人参加培训。

剑河县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班

本报讯（王仙丽 潘志华）8
月 25日，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
红十字会在县第三中学举办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培训班，县公安局、
县应急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
卫生健康系统等 10 余家单位共
200余名干部职工参与学习。

长丰县助力科普宣传活动

本报讯 (王景）8月 27日，安
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红十字会等
20余家单位联合开展“科技战疫
创新强国”主题科技周集中宣传
活动。县红十字会大力普及避险
逃生、自救互救、造血干细胞捐献
等知识，帮助居民掌握自救互救
技能。

天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办好实事 改善民生
■ 富子梅 扎西 靳博

河西区天赋里小区，邢春兰老
人拿出大红色的房本，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宝坻区小辛码头村，创办农家
乐两年，“90 后”李超打开账本，去
年纯收入50万元。

河北区问津书院，定期开展公
益讲座，书院理事长王振良翻阅书
本，梳理当地文化脉络。

房本、账本、书本，折射出天津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
录着这座城市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
步伐。

解百姓烦心事
房本里有实惠

今年 70岁的邢春兰，退休前是
一名建筑工人。上世纪80年代，单
位集资建房，邢春兰家拿出 3000多
元，住上了59平方米的新房子。

邢春兰居住的这栋住宅楼，是
天津市首个职工与企业集资建房试
点项目。“当年建设手续没办齐就开
工，后来企业先后两次改制，造成房

屋权属初始登记缺失、税费欠缴等
历史遗留问题。”天津市不动产登记
局中心城区分局副局长刘庆英介
绍。

“得知这栋楼 48户居民办理房
屋不动产权证书的诉求，我们深入
调研，形成了代表建议，提交给市人
大。”天津市人大代表刘智说。

半年多时间里，天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牵头承办此事，翻遍周
边二三十栋楼的图表资料，理清历
史脉络。国资部门、属地政府通力
协作，逐一补齐土地、建设等各种手
续，税务部门照章减免税收。2017
年底，48 户居民办妥不动产权证
书。

“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时
间长、情况复杂，成了市委和市政府
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天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调查登记
处副处长王月红说，经过细致摸排，
全市存在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共 327
个，涉及34万户居民。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
门先后制定出台 11 条相关政策和
服务措施，全力破解难题，截至今年

上半年，已为 28.8万户办理了不动
产登记。

村庄美丽如画
账本里看增收

“现在的收入，比以前打工挣的
强多了。”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小辛
码头村 25 号院主人——“90 后”小
伙子李超一边招呼客人，一边跟记
者算起了收入账。

小辛码头村紧邻潮白新河，不
少城里人都来这里休闲。市民周松
影是常客，不停夸奖李超的农家院。

“我都来 4 次了，这里环境好，吃得
也好，潮白河里的鱼虾新鲜美味。”

“潮白河流经宝坻长达百里，河
面最宽、景色最美处就在小辛码头
村。”黄庄镇镇长李宝战说，8 万亩
稻田湿地散布村庄四周，丰收时，一
派稻谷飘香、渔歌唱晚的景象。

2018年，小辛码头村成为天津
市第一批、宝坻区首个人居环境改
造提升工程试点村庄。在不改变住
宅布局的基础上，小辛码头村原地
提升改造，突出北方水乡民居特色。
水电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改造了，公

园广场绿地增加了，家家门口大红
灯笼高挂，村庄变得美如画。

“这次提升改造大大促进了乡
村旅游的发展，村里人气满满。”小
辛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江说，去年全村接待游客25万人
次，同比增加 30%，直接旅游收入
1500万元，带动稻米等特色农产品
销售3000万元。

“创业时手里只有 6000 元存
款，如今每月纯收入四五万元。”
2017 年，李超说服父母修缮老房
子，前后院加起来有600多平方米。

“去年还清了借款，接下来要找机会
扩大经营规模，还准备在城里买
房。”李超满怀憧憬。

让书香满城乡
书本里得愉悦

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 158号巷
肆创意产业园里，有一座问津书院。

“每天下班都会来坐一会儿，是
放松也是充电。”在天津创业的魏成
月点了一杯咖啡，翻阅着一本画集。
从北京来天津工作一年，他爱上了
问津书院里的“双槐书屋”。

“书屋的读者主要来自周边社
区，特别是邻近的军民里、团结里、
抗震里、胜天里的居民。”问津书院
理事长王振良说，每月的最后一个
星期六，这里还定期举办有关天津
历史和文化的公益讲座。

类似的城市阅读新空间，开在
天津五大道、天津广播电视塔、意大
利风情区等景区景点，也开进了商
场、餐厅、社区、工厂、农村。

在“天塔西岸书斋·知道吧”，6
岁的刘则艺正捧着画本阅读。位于
天津电视塔257米高处的这个阅读
和休闲空间，每 50 分钟旋转一圈，
可俯瞰天津全景。“看书又看景，可
有意思了！”刘则艺说。

15 分钟阅读圈、24 小时书店、
智能无人书店、地铁书香专列……

“书香天津”活动正在深入开展。“截
至目前，全市已建成 3556个农家书
屋、2000多个职工书屋、200个城市
书吧阅读新空间、近300家图书馆，
社区图书服务点遍布全城。”天津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
长石刚说。

（转自《人民日报》）

真心为服务，爱心暖群众
——记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队长肖婉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召开“99公益日”项目动员部署会

“博爱光明行（盐都）”进入“加速道”
本报讯（盐红）8月28日，江

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召开
“99 公益日”项目动员部署会，
“博爱光明行（盐都）”腾讯公益平
台项目上线工作进入“加速道”。

会上，区红十字会对“99公益
日”由来和“博爱光明行（盐都）”从
网络操作、宣传推广、组队参加、证
书衔接层面对项目进行详细介绍，
从加大红十字公益项目宣传力度、
网络筹款规则宣传力度，讲好红十
字故事、传递正能量、增进全社会
对红十字人道理念的理解和认同
三方面进行了系统动员和部署。

“博爱光明行（盐都）”项目是
依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腾讯公
益平台线上开展的一项健康扶贫

项目，旨在筹集善款帮助辖区内贫
困人员特别是 60 岁以上贫困白内
障患者实施全额免费手术，帮助他
们重见光明、共享美好生活。

2017年，盐都区红十字会设立
“明亮眼·都有爱”红十字光明救助
项目为后续开展“博爱光明行（盐
都）”提供了经验支撑。“明亮眼·都
有爱”每年为区内 200名以上 60岁
以上老人及建档立卡贫困户、伤残
及退伍军人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复
明手术和志愿服务，降低致盲率，减
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3 年来，盐都区红十字会投入
50 余万元资金，让 800 余名符合条
件人员重见光明，传递了红十字人
道救助项目的温暖，受到多方好评。

■ 赣红

肖婉芳是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队长，从 2003年
开始做志愿活动，迄今已有17个年
头。17年来，她把空闲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志愿服务上，带着志愿者走
遍了全县乡镇和养老机构，倾力帮
助困难群众，获得群众认可。

志愿服务，从“心”出发

2003年，肖婉芳牵头成立了南
门社区文艺宣传队，6 名队员都是
社区年龄较大的妇女，她们经常在
社区组织文艺活动，丰富社区群众
文化精神生活。

2008年 4月 27日，在县红十字
会指导下，肖婉芳组建了兴国县南
门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积极宣
传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为敬老院老
人、社会特困人员等送温暖、献爱
心。汶川地震后，肖婉芳带着服务
队走街串巷募捐，7 天募集捐款 10
万余元，肖婉芳因此被评为赣州市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2017年正月，兴国县突发森林
火灾，兴国曙光救援队连续 3 天奋
战在救火现场，肖婉芳得知情况后，
组织全家老小，深夜煮茶叶蛋，购买
水果、矿泉水等，凌晨3时赶赴现场
慰问。“志愿服务是为他人提供帮
助，不是一份施舍，需要我们自己付
出真心。”肖婉芳说。志愿队伍日益
壮大，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发展到现
在已有30余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
的 75岁，最小的仅 20岁，其中有 16
人申报了星级志愿者。

付出真心，收获感动

肖婉芳带领服务队组织开展志
愿服务 860 余次，志愿服务足迹遍
布兴国县的 27 个乡镇（区）。方太
乡黄金招、永丰乡刘贤全、凌发兵、
均村乡黄兰林、潋江镇鲁金秀等人
和各乡镇的敬老院都得到过她的资
助和帮扶。

每逢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
重要节日，肖婉芳都会组织志愿服
务队伍前往敬老院包饺子、包粽子，
为老人送上文艺节目，和老人一起
过节联欢。在永丰乡敬老院，肖婉
芳为老人过集体生日，还给每个老
人穿上暖毛鞋，老人们感动不已。
80多岁的潘阿姨长期不能行动，儿
女都在外面，一个人生活很孤单。
肖婉芳了解她的情况后，逢年过节
都会去探望、陪伴她。为了感谢肖
婉芳，潘阿姨家人在平川中学设立
助学基金，每年拿出 6 万元奖励优
秀学子，并向多个乡镇捐款帮助贫
困群众和敬老院老人。

“我是党员，应该冲在最前线”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肖婉芳迅速组织志愿者，积极配
合所在村居小区的防控工作，连续
半月上户调查、宣讲，并募集资金两
万元购买方便面、牛奶、水果等物资
为高铁西站、高速路口和边远乡村
的卡点送去慰问。积极配合县疫情
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进行捐赠
物资的入库登记、发放等工作，做到
物资摆放有序、发放及时、账物一
致。“疫情不退我不退！”她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
言。

疫情最严重时，肖婉芳和社区
工作人员一起入户做外来人员摸排
工作，当时疫情防控物资紧缺，她咬
咬牙，戴着一个普通口罩就出了门，
家里人很担心她的身体，她却说，

“总要有人上，我作为老党员，应该
冲在最前线”。3月，为了响应国家
号召，肖婉芳前往兴国县爱心献血
屋做义务接待，为献血人员测量体
温、进行登记，配合血站工作人员做
好后勤服务。

十几年以来，肖婉芳的志愿服
务时长达 1820小时以上，先后荣获
全国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志愿服务
＂五星级志愿者”、江西省优秀志愿
者、赣州市优秀共产党员、赣州市抗
震救灾先进个人、赣州市优秀红十
字志愿者、兴国县优秀共产党员、兴
国县优秀巾帼志愿者、兴国县爱心
妈妈、兴国县优秀红十字志愿者、赣
州市优秀志愿服务队等荣誉。

得知自己入选疫情防控最美志
愿者，肖婉芳说，“一颗颗简单的心，
承载着赤子奉献精神的温暖春风，
包含着一分天道，二分人情，三分欢
喜，四分热情。今后，我将继续为社
区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家园
保驾护航，也感谢社会和组织对我
志愿服务工作的肯定，让我更加专
注于这一份爱的事业”。年逾古稀
的她，依然奔忙在服务别人的路上，
不为名利，不计得失，默默奉献，帮
助了他人，快乐了自己，堪称志愿服
务的“不老松”。

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基层红会信息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聚焦“四个100”

云南省楚雄州红十字会召开2020年“99公益日”活动动员会

助学扶贫工作开启新征程
本报讯 （陈桂芳）近日，云

南省楚雄州红十字会联合州教育
体育局、州扶贫办向社会各界发
出《2020年“99公益日”助学扶贫
倡议书》。

9 月 3 日上午，州红十字会、
州教育体育局召开2020年“99公
益日”活动动员会议，会上通报了
2018年、2019年“99公益日”活动
取得的成绩，对即将启动的 2020

“99公益日”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代表省红十字会表彰了在 2019
年“99 公益日”活动中成绩突出
的 9 所高校和州属中小学校，并
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2018 年，通过广泛动员，全
州共有 155个爱心团队通过网络

向“云南博爱图书角”项目进行捐
款，募集资金57.6万元，名列全省州
市第一，募捐资金为楚雄州贫困地
区学校建立了88个博爱图书角。

2019年，州红十字会提前统筹
谋划，推出“校服计划”“滇苗温暖
包”两个助学项目，扎实抓好“99公
益日”网络众筹 APP 团队创建、线
上发起等工作，楚雄州 6 万多人次
参与网络捐款，筹款金额达 83.83
万 元 ，占 全 省 州 市 筹 款 总 数 的
36.7%，筹款总数、参与人数蝉联全
省第一。经过统一招标采购，所筹
款项 83.83 万元采购了 2500 套校
服、8100个书包及文具发放给全州
贫困学生，为贫困学生送去社会的
关爱和温暖。

依托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会，着力解决急救难点

“慧救中国”项目获大学生创新创业金奖
本报讯（昌红）8月29日，第

六届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在南昌大学落下帷
幕，由南昌市红十字会支持开发
的“慧救中国——开启应急救护
智能培训新时代”项目荣获红旅
赛道金奖。

该项目主要依托南昌大学红

十字应急救护VR实验室和南昌市
红十字应急救护促进中心，运用
VR、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设计、
开发“慧救中国”智能 VR+应急救
护平台，以解决民众“不爱学、不会
救、不敢救、不能救”以及红十字救
护员大规模培训难、救护员复训和
管理难等社会痛点问题。

本报讯 （白新慧）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红十字会为

“99 公益日”打造的多个公益项
目上线。

其中，乌兰浩特市红十字会
发起“让失独不再孤独”子计划项
目，为失独老人送去暖心陪伴和
慰问，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安
度晚年；科右中旗红十字会发起

“孤儿博爱饭卡计划”，筹资解决

当地孤儿学生1年的住校伙食费。
近年来，兴安盟红十字会在内

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的指导和支持
下，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腾讯“99
公益日”活动，主动作为，设计好筹
资项目，通过“99公益日”筹资平台
进一步提升红十字的人道资源动员
能力，汇聚更多社会爱心，为易受损
人群提供服务，为助力兴安盟脱贫
攻坚贡献一份人道力量。

“99公益日”内蒙古兴安盟公益项目上线

9月2日，山东省威海市汛期水上综合演练在冶口水库举行，威海市
红十字会派出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红十字威帜救援队和红十字
蓝天志愿救援队三支志愿服务队伍参加演练活动。 （威红）

汛期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