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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仁心暖鹿城
——记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2023年博爱送万家活动（二）

江苏
近 日 ，盐 城 市 启 动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

动，慰问家庭困难群众、困难患者、
困难学生、困难志愿者及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全市器官、遗体（角膜）捐
献者家庭共 400 余户，送去慰问款
物32万余元。

1 月 13 日，无锡市红十字会前
往锡山区羊尖镇丽安村开展博爱送
万家走访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送
上慰问金及生活物资。今年，市红
十字会共募集博爱送万家物资 600
万元。

1 月 11 日，泰兴市红十字走访
慰问困难家庭，并送上了博爱送万
家活动春节慰问金。今年，市红十
字会重点走访慰问低保户、低保边
缘户、孤寡、残疾人家庭或大重病患
者等贫困家庭，共发放慰问金110.5
万元。

近日，张家港市红十字会走访
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遗体
捐献志愿者家属及困难群众。同
时，各区镇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开展
便民服务行动。今年，张家港市博
爱送万家活动覆盖全市9个镇（区）
1000户困难家庭，共发放慰问金 60
万元。

四川 近日，成都市青羊区
红十字会为辖区内 40

户困难家庭送去了棉被、芝麻糊等
慰问品；1 月 13 日，青白江区红十
字会前往红阳社区开展“三结三
帮”新春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送
去棉被、大米等生活物资；蒲江县
红十字会将大米、棉被及御寒型博
爱家庭箱等暖冬物资发放到困难
群众手中，共慰问困难群众 400
户，发放物资价值 15.2 万元；1 月
11 日至 13 日，金堂县红十字会来
到转龙镇、赵家镇、又新镇、高板街
道和五凤镇慰问困难群众 104 户，
发放慰问款物 7万余元。

1 月 11 日，达州市红十字会来
到通川区东城街道二马路社区、渠
县土溪镇三星村开展博爱送万家慰
问活动，为困难家庭送去慰问金和
大米、食用油、棉衣、棉被等生活物
资。

1 月 11 日，南充市营山县红十
字会为城南街道 30 户计划生育特
别家庭户和困难群众送去大米和
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县红十字会
共筹得价值近 10 万元博爱送万家
物资，包括家庭包、棉被、大米、食
用油等。

近日，广安市岳池县红十字会

积极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共发放
家庭包等慰问物资共计价值1.82万
元，走访慰问困难家庭65户。

陕西 1月12日，西安市红十
字会走进蓝田县九间

房镇公王村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送去 45 个红十字家庭箱。红十字
会团体会员单位陕西建工机械施工
集团有限公司捐赠红十字家庭箱
300个，价值10万余元。

1 月 11 日，西安市长安区红十
字会在引镇街道开展 2023 年博爱
送万家活动，工作人员把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下拨的家庭包送到贫困户
家中，家庭包中含大米、棉衣、糖、棉
被等物资。

1月 10日至 12日，咸阳市红十
字会来到乾县、礼泉县、永寿县，走
访慰问 9 户困难群众，为每户送去
慰问金 600元、医用口罩 100个、急
救包 1 个，以及米、油、棉被等生活
物资。今年，市红十字会共筹集博
爱送万家资金近 25 万元，购买口
罩、棉被、米、油等物资1347份。

近日，渭南市合阳县红十字会
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庭、孤寡老人、下

岗职工、留守儿童、乡村振兴帮扶
户、红十字志愿者等群体，并为他们
送上急救包、食用油、大米、棉被等
物资。县红十字会将陆续为全县
500余户困难群体送去博爱送万家
物资。

山东 1月11日，临沂市红十
字会来到兰陵县卞庄

街道大坊村、兰陵县芦柞镇圩子村
等地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40户
困难群众、老党员家庭送去了红十
字博爱温暖箱；1月13日，为兰山区
柳青街道大官苑社区困难党员和群
众发放了含米、面、油在内的 30 份
红十字博爱温暖箱。兰山区红十字
会共筹集资金98万元，购买米、面、
油、牛奶等物资 3100 套，用于慰问
经济薄弱村及环卫工人、退役军人
等特殊群体。

1 月 11 日，烟台市福山区红十
字会走访慰问开展“博爱福山新春
送温暖”慰问活动，本次活动共涉及
5 个社区、4 个村的困难党员以及
2022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共计60户。

1 月 12 日，东营市东营区红十

字会开展“春节送温暖·博爱石油
城”启动仪式，区红十字会将面向全
区 146 户困难家庭发放物资，款物
价值共计近 3 万元；垦利区红十字
会筹措走访慰问款物温暖箱 122
个，救助生活困难家庭、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和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家庭
108 户，发放款物价值共计 2.5 万
元。

福建 1 月 11 日，龙岩市十
字会慰问武平县麻风

病康复村，为老人们送来了慰问金
和大米、食用油、零食大礼包、御寒
衣物等物资，总价值 16000元；慰问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并送上节
日大礼包和慰问金。

1 月 12 日，南安市红十字会
启动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活
动现场向 20 户受困群众代表送
上慰问物资。今年，市红十字会
积极筹措资金近 13 万元，将于春
节前陆续把慰问品和慰问金发放
至 260 户因灾、因病需要救助的
群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困难
家庭等。

1 月 13 日，漳州市龙文区红十

字会先后到正能机电公司、闽达印
铁公司慰问企业困难职工，将米、
面、油等物资和慰问金，发放到困难
职工手里,共计发放慰问品11份、慰
问金6600元。

内蒙古 1 月 13 日，呼和浩
特市红十字会举

行“新春送温暖 关爱千万家”2023
年春节走访慰问活动启动仪式。活
动将通过开展走访慰问系列活动，
为全市 2 万余名生活困难的老年
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低保、
大病患者家庭等困难群众发放价值
485万元的慰问金和慰问品。

近日，包头市东河区红十字会
为困难群众发放米、面、油慰问物资
2000 份，总价值 46.4 万元，同时发
放市红十字会调拨的30个家庭箱；
1月4日，土默特右旗红十字会慰问
将军尧镇团结村和堂圪旦村 15 户
困难群众，发放了价值 3300 元的
米、面、油等生活物资；1月12日，达
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红十字会走访慰
问“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帮扶对象
和大病困难群众，送上了米、面、油、
防疫物资等慰问品。

1 月 10 日，满洲里市红十字会
先后来到市南区街道办事处、北区
街道办事处、东山街道办事处、兴
华街道办事处和新开河镇和华颐
托老所，为 280 户困难家庭送去了
米、面、油等慰问物资。本次慰问
活动，累计发放大米 280 袋、面粉
2580 袋 、食 用 油 280 桶 ，总 价 值
39480元。

云南 1月10日，保山市红十
字会博爱送万家活动

正式启动。市红十字会共筹集到棉
衣、棉被、大米、饵丝、口罩等价值
170 余万元的救助物资，在春节来
临之际，发放至全市 1 万余名困难
群众手中。

1 月 10 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红
十字会来到洱源县山石屏村走访慰
问麻风病康复者家庭，拉开了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的序幕。2023
年春节来临之际，州红十字会将发
放价值 173.87 万元的博爱家庭箱
5923个。

1 月 11 日，曲靖市红十字会正
式启动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春节慰
问活动，为沾益区龙华街道新龙
社区困难群众发放爱心企业捐赠
的家庭温暖包，包含米、油、洗漱
用具等生活物资。今年，市红十
字会共筹备 27 余万元博爱送万家
物资。

南京爱心企业捐30万余元防疫
本报讯 （葛润苏）1 月 4 日，

南京卫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向
和凤镇政府定向捐赠价值 30 万
余元的防疫物资，为基层工作人
员送去温暖。

淮安成立海燕爱心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徐佳艳）1 月 9 日，

江苏省淮安市红十字会海燕爱心
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同时，海
清商贸有限公司捐出 10 万元成
立海燕博爱资金，用于淮安市困
难群体帮扶。

渭南爱心企业关爱环卫工作者
本报讯（陈咪荣）近日，陕西

农信渭南农合机构通过陕西省渭
南市红十字会向全市8400余名环
卫工作者捐赠了棉服、帽子、手套
等爱心物资，总价值189.93万元。

岳阳南湖广场安装AED一体机
本报讯 （岳红）1 月 6 日，

2023 年首台社会捐赠救护一体
机（AED+急救设备）落成仪式暨

“湖南省岳阳市红十字会 2023年
应急救护培训启动仪式”在岳阳
市南湖广场举行。

临沂举办救护培训活动
本报讯 （临红）1 月 8 日，山

东省临沂市红十字志愿者、点梦
教育志愿者在临沂市博爱园联合
开展“红十字与青春同行”救护培
训与志愿服务活动。

苏州获捐5000盒退烧药
本报讯 （苏红）近日，百佳

惠瑞丰大药房向江苏省苏州市红
十字会捐赠5000盒共计6万片对
乙酰氨基酚片，用于缓解市区各
医疗单位退烧药品紧缺的状况。

宿州志愿服务队召开表彰大会
本报讯（宿红）1月13日，安

徽省宿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召
开 2022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对
2022 年度优秀志愿团队和个人
进行了表彰。

咸宁红十字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讯 （咸红）近日，湖北

省咸宁市政府将红十字 工作纳
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新的一年
要支持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更好
发挥作用。

镇海区今年将增设9台AED
本报讯 （甬红）近日，浙江

省宁波市镇海区临江社区新增设
一台AED，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 AED 使用
培训。今年，区红十字会计划在
公共场所增设9台AED。

新都区为困难儿童送冬衣
本报讯 （新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新都区红十字会携香迪
红馆爱心人士到清流学校开展

“冬日送温暖 关怀暖人心”活动，
为 5名困难儿童送去了秋衣裤和
卫衣套装等冬衣。

射阳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射红）1月10日，江

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红十字会走进
警务站，为 80余名民警及其家属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巢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黄庆松）1月10日，

安徽省巢湖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文
旅局开展“生命急救 文旅先行”应
急救护培训，共培训学员33名，包
括景区工作人员、讲解员等。

古丈为留守老人送温暖
本报讯 （古红）1 月 4 日，湖

南省湘西州古丈县红十字会组织
社会爱心团队深入断龙山镇龙王
湖村献爱心，为 50余位留守老人
送上各种防寒保暖棉鞋。

洪泽区发布学生心理自助攻略
本报讯（洪红）近日，江苏省

淮安市洪泽区红十字心理应急救
援队老师在江苏省洪泽中学微信
平台为 2715名学生送上“平心抗
疫情 静心迎期末”心理自助攻略。

阿旗举行救援队授旗仪式
本报讯 （阿红）1 月 4 日，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红十字会为闪电救援队举行授旗
仪式，并进行了心肺复苏专题培
训。

泉港区发放防疫爱心健康包
本报讯 （林步宇）近日，福

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红十字会向全
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 9618名
群众发放防疫爱心健康包。

■ 昆红

1925 年，由地方集资、红十字
会主办的昆山广仁医院诞生，亦即
江苏省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
身。长期以来，昆山市第一人民医
院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大力弘
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竭诚为人民群众服务，用大爱书
写人道华章。2022年11月，昆山市
第一人民医院被授予“全国红十字
模范单位”称号。

大爱相“髓”，挽救生命

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力弘扬红十
字精神，孕育了一个个奉献的楷模。
自 2003年起，医院先后有 8位医务
人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在
全省各类单位中位列第一。

手术中心护士周萍是昆山市捐
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也是第一批
加入昆山市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中
的志愿者，捐献时体重只有40公斤
的她，用弱小的身躯拯救了一位徐
州少年，开启了医院接力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爱心之门；神经内科医师
鲍治诚为实现捐献暂缓备孕，第二
次配对成功终圆心愿；妇科护士戴
智慧，以实际行动为女儿树立了榜
样；呼吸内科医生袁慧毅然给 8 个
月大的孩子提前断奶；传染性疾病
科医师朱玺用另一种方式为生命接
力，成为昆山市第 40 例、苏州市第
1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脊柱外
科陈伟医生每天坚持跑步 5 公里，
只为保证捐献造血干细胞时有个好
状态；放射科青年骨干陈苏骐正式
捐献时，宝宝刚刚出生 20 余天；全
科医学科住院医师陆梦剑用爱谱写
了一曲生命的接力赞歌，成为医院

第8例捐献者。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采样时

踊跃参与，捐献时义无反顾”，已经
成为该院员工的一种自觉行为。每
年，医院都会开设新员工岗前培训，
大力弘扬红十字精神及周萍、鲍治
诚、戴智慧等先进事迹，引导年轻医
护人员踊跃加入中华骨髓库。截至
目前，医院累计加入中华骨髓库志
愿者达927人。

作为江苏省非移植医院，医院
每年配合省级OPO成功完成人体
器官捐献 3例，每年提供 10例以上
潜在捐献者信息。2021年，医院提
供信息的一位不满1岁的器官捐献
者，成为江苏省年龄最小捐献者。

医院还坚持每年开展2次以上
无偿献血活动，党员干部积极带头，
发挥示范作用。2022年上半年，两
院区有98人参加献血活动，献血总
量达 28300 毫升，为疫情期间缓解
临床用血紧张提供有力保障。

志愿服务，“医”路同行

2017 年 1 月，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志愿昆山”平台创建“一米阳光”
志愿服务团队。目前，该团队总人数
达2464名，每年参与相关志愿服务
活动达 1000余人次，志愿服务时长
超过18万小时。

2022年初，第24届冬奥会在北
京、河北张家口举办，医院派出彭
媛、吕晓蕾、金晔及朱金宏等4位医
生，作为苏州全市范围内唯一一支
赴北京参加冬奥会保障的医疗队，
在速滑馆、滑雪大跳台等重要比赛
场地开展医疗服务工作，为举办精
彩的冬奥盛会贡献青春力量。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医院
先后派出支援武汉、南京、扬州、石

家庄、天津、上海医疗队等共计 105
人次（全部为红十字会会员），为抗
击疫情作出突出贡献。

其中，秦霞被评为“江苏省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江苏省五
一巾帼标兵”，虞乐群被评为“江苏
省最美医务工作者”“江苏好人”，段
光军被评为“昆山市劳动模范”，援
鄂医疗队集体被评为“昆山好人”。

2022年疫情大范围蔓延，市第
一人民医院充分调动 100余家网格
片区民营医疗机构力量，组建大规
模志愿者队伍，完成网格队伍 700
人次的培训工作，累计外派采样
111批次、近 2万人次。其中，网格
队伍采样达 5378 人次，为抗击新
冠疫情贡献志愿力量。

医院红十字会还与昆山开发区
结对共建“医路同行”活动项目，每
年组织32次急救技能培训，开展12
场科普讲座，组织不同专业专家到
社区义诊达 24场次，受惠民众达 5
万余人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社会
实践“探索生命的奥秘”“七彩的夏
日”“青爱同行”等系列活动，目前共
组织12场活动，360人次参加。

琼花工程，爱洒高原

2019年，市第一人民医院启动
昆山-阿图什对口援建项目“琼花
工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
市残疾青少年及儿童进行免费矫形
康复，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减轻家
庭和社会的负担。

11 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阿依
则热·艾米拉江是该项目首例受益
者。由于先天发育不足，导致双下
肢外翻畸形，她的家里只有妈妈艰
难支撑，“琼花医者”张立军在阿图
什市义诊结束后途径她家门口时，

发现了她们的困境，经过周详的评
估调研，确定治疗方案，成功完成手
术，再到延续矫形康复，终于让阿依
则热重新站立、回归学校。

“琼花工程”启动至今，共筛查
阿图什市残疾青少年儿童 600 余
名，复筛纳入手术名单患儿 70 名，
纳入康复训练名单患儿 200 名，分
三期为15名患儿开展近20项手术，
为患儿减免费用共 43 万余元。“琼
花医者”获全市“助残先进个人”“昆
山好人”称号，市第一人民医院获

“助残先进集体”称号。2020年，由
“琼花工程”改编的汇编剧《映日琼
花别样美》获全国医院人文管理路
演比赛一等奖。

2010年起，在昆山市委市政府
的统一部署下，医院还先后派出 73
位医务人员（全部为红十字会会员）
支援新疆阿图什市人民医院及陕西
省紫阳县人民医院、乾县人民医院、
镇坪县医院、榆林市府谷县中医院
等对口医院。援疆代表尹弘青获

“第七批省市优秀援疆干部人才”，
李翀获“第九批省市优秀援疆干部
人才”。

博爱公益，心系鹿城慈善事业

市第一人民医院多次开展“博
爱一日捐”、抗灾减灾爱心捐款、党
员关爱基金捐款等活动，将所得善
款用于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近 3
年，员工捐赠善款数目达 19 万余
元。

由医院援疆医务工作者共同成
立的“7546梦基金”，定向资助新疆
阿图什市贫困学生，每年为他们提
供高中阶段每人每学年 2000元、大
学阶段每人每学年 5000 元的学习
生活补助，直至完成大学学业。

医院返聘专家、红十字会会员
丁厚中医生从医40余载，退休后热
衷公益事业，与省内医学专家共同
设立“慈惠助老健康咨询服务中
心”，开展各类医学精准扶贫助老服
务。机构设立以来，先后在福利院
开展了“医学扶助和康复关爱项目”

“高新区第四届微创投项目”“医学
专家进社区、慈惠助老献爱心”“心
系四川老区健康行——从齿开始”

“晨森行动——关爱失能、失智老
人”等大型公益活动。丁厚中本人
多次获得“昆山好人”“苏州好人”称
号，并于 2021 年获第六届“鹿城慈
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楷模称号。

2022 年 6 月，一孕妇在路边突
然临产分娩，医院刚下班的 4 位护
士发现并及时进行了应急救治，使
早产儿转危为安。该事迹被《新华
日报》、中国新闻网、央广网、央视网
等媒体相继报道，彰显了医院大爱
的精神。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
德，让更多贫困家庭获得帮助，
2022 年 6 月，市第一人民医院下辖
市妇幼保健院与昆山市红十字会、
昆山农商银行慈善基金会设立 30
万元的妇幼博爱关怀基金，为家庭
经济困难孕产妇和自闭症儿童提
供帮助；7月，医院首个“广仁”慈善
基金项目正式启动，为守护特殊群
体健康助力。昆山农商银行首笔
捐赠 30 万元善款，用于瓣膜性心
脏病换瓣手术患者的救助。

“在此基础上，‘广仁’慈善基金
未来还将分设‘三无’病人专项基
金、重大疾病救治专项基金、白血病
患儿专项救助基金等，以造福更多
的患者。”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1月9日至10日，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会前往昆阳镇坡南社区和城北社区庙头村,开展“关爱孤寡老人
博爱暖冬行动”，为老人送去被褥、食用油、面条、拐杖等生活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