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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红十字会员之星

射阳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开课
本报讯（王晨）11月2日，江

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红十字生命健
康安全体验教室正式开课，首批
36名学员参加。

金堂组织开展回访工作
本报讯（金红）11月1日，四

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红十字会对县
红十字水城救援队及部分红十字
志愿者代表进行了回访。

高邮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 （陈亚楠）10 月 27

日，江苏省高邮市举办“红十字春
蕾班”助学金发放仪式。

福山区急救宣讲进交通领域
本报讯（福红）11月2日，山

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红十字会走进
山东高速中桥站开展应急救护技
能培训。

盐城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李志国）11月2日，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应邀为维
意定制（东进路店）45 名员工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瑞昌开展反诈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瑞红）11月1日，江

西省瑞昌市红十字会深入渡口桥
社区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进
社区、进单元、进家庭”宣传活动。

泰州发放爱心助学款
本报讯 （钱荷芳）近期，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接收爱心人
士定向资助，向13名困难学生发
放助学款共1.96万元。

合阳举办快递员急救培训班
本报讯 （孙虎）10 月 27 日，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红十字会为
30 余名“快递小哥”开展应急救
护知识培训。

新建区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本报讯 （新红）10 月 28 日，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联
合新建区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
石岗镇卫生院赴石岗镇东安大林
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莱西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
本报讯（莱红）11月1日，山

东省莱西市红十字会为山东高速
青岛发展公司运营管理事业部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30余人参加。

铜川举行博爱助学金发放仪式
本报讯（武玲娟）11月1日，

陕西省铜川市红十字会为印台区
高楼河中小学 19 名受助学生发
放助学金共9500元。

通渭开展“三留守”关爱服务行动
本报讯 （通红）10 月 29 日、

31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红十
字会先后在碧玉镇石滩村、平襄
镇张庄村开展留守老人、妇女、儿
童关爱行动。

元江救护员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元红）10月30日至

31日，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
彝族傣族自治县红十字会组织师
资赴中广核玉溪元江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开展救护员培训。

延安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活动
本报讯 （延红）10 月 28 日，

陕西省延安市红十字会赴安塞区
高桥镇南沟村开展应急救护普及
培训和慰问活动。

灌云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灌红）11月4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为
大伊山旅游度假区全体职工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梁平区急救知识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李羡权）11月2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赴梁平第
一中学，为该校 2000余新生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南票区帮扶贫困学生
本报讯（周魁丰）11月3日，

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红十字会
为高桥镇小学3名困难学生送去
家庭箱和课外读物。

上饶救护培训进党校
本报讯（陈晓翠）11月3日，

江西省上饶市红十字会赴市委党
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姚安开展农村宣传活动
本报讯（姚红）11月2日，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红十
字会赴左门乡仰拉村委会开展进
农村宣传活动。

为青春喝彩 为成长赋能
——记东亚红十字青年网络委员会主席、上海市红十字青少年侯东岳
■ 张莉园 张思懿

近日，上海市红十字青少年侯
东岳当选东亚红十字青年网络委员
会主席。侯东岳是复旦大学药学院
生物药物学系微生物与生化药学专
业的直博生，2000年2月出生，本科
期间活跃于校红十字会及上海市红
十字青年网络，广泛参与了应急救
护、志愿服务等人道传播相关的各
类项目。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被
评为复旦大学 2022 届“毕业生之
星”，2021年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
星”。

结缘：走进红十字

2018年9月，侯东岳作为一名大
一新生开启了在复旦大学的求学之
路，也是在那里，他与红十字结缘。
新生体检时，恰逢校红十字会招新宣
传，“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深深吸引着侯东岳。怀揣着“学习一
些急救本领，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
出、派上用场”这样真切朴素的初心，
他勇敢报名并成为了校红十字会急
救队和献血队的干事。

在急救队的第一次培训上，队
长向新一届队员详细讲述了红十字
的起源、红十字精神以及七项基本
原则。其中的“人道”与“生命”两个
词令他感触最深，他逐渐领悟到，

“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并不是

空喊的口号，急救不仅是能够在关
键时刻守护人的生命健康的一项技
能。如果有更多的人学习急救、会
急救，便能凝聚起社会向善的一股
强大的力量。

于是，他积极学习急救技能，考
取了上海市红十字救护员证，并作
为复旦大学红十字会急救队副队
长，广泛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宣传活
动，向校内师生更传播急救知识、普
及救护理念。

成长：拓展国际视野

2019年11月，他偶然间了解到
了刚刚成立的上海市红十字青年网
络（以下简称“青网”）。这是一个朝
气蓬勃、骨干云集的红十字青年志
愿者平台，正面向全市高校红会骨
干展开竞聘。他立即报名并成功当
选了应急救护组组长。

在青网服务的日子里，他协调
组织并参与了上海市高校应急救护
大赛、高校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红十
字生命教育——“时光荏苒，岁月不
老”高校为老服务之口述史项目等
诸多项目，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
的伙伴。激励青年人，并为青年伙
伴赋能，是红十字教会他最重要的
一课。

去年 11月，侯东岳第一次迈上
国际舞台，以红十字青年代表的身份
线上参加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主办的国家红会发展会议。
此后，他在与各国青年代表、专职官
员的交流中，被诸多议题深深触动：
气候变化、青年发展、志愿者激励等
等。他进一步感受到，“没有人是一
座孤岛”，世界是一整个相互连结的
地球村，所有人需要在合作与共同利
益中寻求平衡与共赢，在面临全球人
道危机及探索其来源时，应当求同存
异、团结一致应对潜在的人道风险，
维护与珍爱每一个生命个体，这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的现实体现。

2022年，侯东岳作为东亚红十
字青年网络中国代表之一，参与了
东亚青年网络主席的角逐，并成功
当选。

奉献：守护生命健康

谈起生命教育，侯东岳认为，生
命教育不仅时常出现在课堂上，更
在于实践。

在“时光荏苒，岁月不老”高校
为老服务之口述史项目中，侯东岳
与伙伴们有幸为一位复旦大学化学
系的老教授完成了口述史的纪录。
从教授年少时的求学过程到他进入
高校任教，伴随着对改革开放史的
回顾，引发了侯东岳对于生命价值
的进一步理解和对自己未来发展的
思考。

作为一名药学专业的学生、一

名红十字青年志愿者，如何为社会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他反复思
考的问题。侯东岳认为，每个人都
会经历变老，这社会中每个个体的
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为了让每
个人步入晚年以后也同样幸福而有
尊严地活着，社会中的每一份子都
应当践行敬老爱老的理念，作为一
名红十字志愿者更应该用实际行动
关爱老年群体。从为老服务项目中
去感受生命的价值，让志愿者从中
获得成长，这是上海高校红十字工
作对于生命教育的尝试和探索，从
侯东岳和他的伙伴们身上，可以看
到明显的成效。

2022年上半年，因疫情防控需
要，复旦大学施行网格化管理。期
间，侯东岳积极参与了校内相关志
愿服务，还积极与学校和红十字会
等各方联系沟通，为满足学校急需
的防疫物资需求牵线搭桥。他说：

“新闻中每日报道的病例数不是一
个冷冰冰的数字，而那背后是一个
个活生生、滚烫的生命。我是一名
中共党员，一名红十字青年，我期望
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平安校园。”

就是为了这样简单的愿望，侯
东岳在防疫工作中一直坚持了下
来。在最艰苦的时候，宿舍园区为
了减少人员流动、尽可能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曾在一定时间内对志愿
者的数量做出了限制。那时他和几

位同伴穿着闷热的防护服、搬着沉
重的箱子给大家发放一日三餐与物
资、清运垃圾，每天步数累计到一万
七千多步，汗水完全湿透了衣衫。
在高负荷的运转下，他虽然落下了
比较严重的腰伤，但为了楼宇里的
大家平平安安，他感觉这一切都是
值得的。

在完成日常志愿服务活动之
余，在红十字会积累多年的项目经
验让侯东岳敏锐地察觉到抗疫面临
的物资短缺风险，为此，他主动与校
区指挥部、复旦红会、校医院沟通，
同上海市红十字会牵线搭桥，推动
市红十字会与复旦大学相关部处对
接发放口罩、隔离衣、鞋套等物资。

“人道的核心是为了人的生命
健康及尊严。”这是生命教育带给侯
东岳的感悟。他认识到，最能够促
进生命教育理念传播的人，其实就
是青年人自己。

作为一名药学专业的学生，在
多年来红十字生命教育的启发与引
导下，侯东岳对生命的价值、生命教
育的意义等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方面他期望未来在志愿服务中继
续践行人道传播的初心，在更广的
范围内保护易受损群体、维护人的
生命健康尊严，另一方面，他也期望
专注于科研工作，积极投身于新药
研发，缓解人类病苦，守卫生命健
康。

带你回家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礼赞二十大 美丽乡

村跑”的安全保障任务时，偶遇一名迷路的小女孩，队员严丽娟通过不断
询问跑友和广播寻人的方式成功帮助小女孩找到了家人。 （胡江丰）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五）

陕西 西安市红十字会召开传
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加
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要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定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更加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红十字工作、群团工作重要
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更加有力推
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咸阳市红十字会召开全体党员
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会议要求，全市红十字系统要
要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
事业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
的人道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全力以赴推进人道领域各项
工作，为咸阳市红十字事业高质量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兴平市红十字会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要求，
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学深悟透，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的二十
大精神上来，衷心拥护“两个确立”、
忠诚践行“两个维护”；要守正创新，
踔厉奋进，努力为民造福，在陕西红
十字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走在前列，
争当表率，奋力谱写兴平红十字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浙江 金华市红十字会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专题传

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参会。会议要求，全市红
十字系统要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
的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充分发挥红
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
手作用，为金华高水平建设内陆开
放枢纽中心城市贡献红十字力量。

宁波市各级红十字会纷纷组织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掀起学习热
潮。海曙区红十字会及时落实传达
会议精神，在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会议精神上下功夫。镇海区红十
字会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强调，
要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区红十字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
的重要政治任务。北仑区红十字会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二
十大报告精神，并就下一阶段贯彻
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作了部署。奉
化区红十字会利用党组理论中心组
学习、党组（扩大）会及时对党的二
十大精神再学习，组织开展“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畅想新征程”主题党
日活动，切实把全会党员干部群众
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
神上来。慈溪市红十字会召开专题
会议深入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

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学用结
合，把学习成效及时转化为推动工
作的强大动力，奋力推动新时代红
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宁海县红十
字会组织工作人员，以集中学习、个
人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
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象山县红
十字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要求，要
提高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政
治自觉，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制
订学习计划，切实领会其精神实质
和核心要义，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地见效。

四川 成都市青白江区红十字
会召开专题会议集体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安排部署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锦江区红十字会
党组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第
十九次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
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精神，并深入讨论交流。金
牛区红十字会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策划，
通过多种形式扎实做好二十大精
神宣讲。青羊区红十字会召开专
题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及省委、市委、区委传达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大会主要精神，部署学
习宣传贯彻措施。武候区红十字
会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成华区红十字会召开
党组（扩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时传
达省委、市委学习会精神，并就贯
彻落实作出安排部署。龙泉驿区
红十字会召开传达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领会大会精神，切实把二十大关
于惠民生、暖民心，解决好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等部署要求落到
实处。新都区红十字会党支部将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
前首要政治任务，迅速动员、细致
部署，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在全会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落实热潮。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召开党的二十大

精神专题学习会暨党组理论中心组
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考验和现实检验；要切实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市
红十字系统落地生根。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红十字会召
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
会议精神并就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会议精神作出部署。

福建 龙岩市红十字会党支部
以“ 学 习 贯 彻 掀 热 潮

踔厉奋发新征程”为主题，组织支部
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苏州18个“博爱青春”项目暑期服务4.3万人
本报讯（沈雪婷）11月3日，江

苏省苏州市红十字会举办 2022 年
苏州全市高校红十字会“博爱青春”
暑期志愿服务项目展示活动。

2022年，根据苏州市红十字会、
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团
市委、苏州日报报业集团和市广电
总台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在苏
各高校红十字会积极响应、踊跃参

与，共申报实施了18个项目，其中3
个入选省级支持项目，15个入选市
级支持项目。活动当天，18个“博爱
青春”暑期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
通过PPT（幻灯片）、视频等进行线
上展示。经过现场评选，苏州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助农民，茶香
沁童心”项目荣获一等奖，并评出了
二等奖项目 2个、三等奖项目 3个，

以及优秀志愿者和优秀指导老师。
今年暑期，18个“博爱青春”志

愿服务项目不仅立足苏州，还在常
州、宿迁、连云港、贵州、河南等地，
深入社区、学校和大街小巷，开展了
丰富多样的红十字志愿服务，共有
502 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服
务时间11428小时，受益人数43565
人。

内蒙古多地红十字会疫情期间为民纾忧解困
本报讯 （潘霞 孙慧莲）10月

31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融媒
体中心、扎兰屯市教育事业发展中
心、扎兰屯市红十字会联合推出的

“返乡大学生心理讲堂”，隔空帮助扎
兰学子疏导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

“空中心理讲堂”通过各个隔离
宾馆微信群推送给每位返乡学子。
在十分钟短片里，扎兰屯市教育事业
发展中心心理教研员、市红十字会志
愿者程忆梅和扎兰屯融媒体中心潘
霞推荐了正念冥想的减压方法，这是
2020年国家卫健委通过新闻发布会，
鼓励大家练习的方法，以释放面对疫
情的压力。这个方法目前在医疗、教
育、司法等领域都广泛应用，并且经
过科学验证可以有效的缓解不良情
绪、减轻压力、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作为这次疫情隔离期间的心理
专家组成员，两位老师还向返乡学子
公布了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市红十字
会“小桔灯”心理咨询预约热线，向他
们推荐了“安于不安、心理减压”的
微信直播，并将于近期带领感兴趣的
孩子们开始五天正念入门练习。

截至目前，市红十字会“小桔
灯”心理咨询师志愿者与教育、医疗
系统其他心理咨询师 10 人共同组
成了心理志愿服务专家组，通过电
话微信咨询、每天推送心理解压知
识、发送心理援助一封信等方式，分
工负责各个隔离宾馆大学生和工作
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

11 月 2 日，家住乌兰察布市集
宁区患儿小牧儿（化名）的家属终于
收到了他的专用食品。原来，小牧

儿患有苯丙酮尿症，只能吃不含蛋
白质的特制米面和特制的蛋白质
粉。因为一直在包头市做康复训
练，国庆假期，家里只带了一小部分
专用食物回到集宁。受到疫情影
响，小牧儿无法返回包头，两地的快
递也停发，食物一天天减少，孩子的
家人心急如焚。

10 月 31 日 22 时，患儿父母先
后与集宁区红十字会、乌兰察布市
红十字会取得联系。虽然已经是深
夜，但包头市、乌兰察布市两地红十
字会立即发起急救行动，协调包头
市九原区沙河街道办事处，将存放
在患儿包头家中的食品设法取出。

最终，这份“爱心专递”顺利到
达小牧儿家中，为这场特殊的“快
递”转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