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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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北 1月12日，石家庄市红
十字会赴平山县走访

慰问困难群众，开展 2023年度博爱
送万家活动。市红十字会共购置
550 个红十字家庭箱，总价值 16 万
余元，同时筹集220个家庭箱，在春
节前把物资送到最需要帮助的群众
家中。鹿泉区红十字会筹集价值
10 余万元的米、面、油等物资慰问
困难家庭。1月 13日，高新区红十
字会为宋营镇困难群众送上 5 份
米、面、油等慰问物资。1月 14日，
高邑县红十字会筹集家庭箱50个，
自筹大米 316袋、面粉 316袋、食用
油 386桶，总价值 5万余元，慰问困
难群众386户。

近日，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发放
1043份米、面、油等慰问物资，总价
值24.51万元，惠及全市8个县区。

1 月 11 日，沧州市开发区红十
字会为开发区重残、失独家庭 113
名困难群众送上慰问物资。

1 月 13 日，廊坊市红十字会
2023年博爱送万家活动正式启动。
市红十字会共筹集资金2.9万元，为
58 户困难家庭送去慰问金和家庭
箱。

辽宁 1月11日，鞍山市红十
字会 2023年博爱送万

家活动正式启动，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家庭近 1000户，将省红十字会下
拨的家庭箱、大米、豆油等总价值
7.2万元的慰问物资，市红十字会筹
集的大米、面粉、豆油、鸡蛋、猪肉等
总价值近6.3万元的爱心物资及1.6
万元慰问金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近日，阜新市红十字会筹集 10
万余元物资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及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

近日，大连市西岗区红十字会
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的200箱
维生素饮料发放给长期坚守在抗疫
一线的工作人员手中，包括 5 个街
道、47个社区红十字家园和 7个卫
生系统会员单位。长海县红十字会
共筹集人道救助款5.2万元，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52户，并送去慰问金和
家庭箱。

近日，葫芦岛市南票区红十字
会深入困难群众家中走访慰问，并
发放米、面、油等慰问物资。区红十
字会共筹集慰问物资 4 万余元，慰
问200余个家庭。

1 月 17 日，营口市红十字会深
入“三单八联”共建社区——辽河社
区，为社区低保户送去大米、豆油、

家庭急救包等慰问物资。

河南 1 月 6 日，洛阳市红十
字会 2023年博爱送万

家活动正式启动，为 1000个家庭送
去价值近17万元的米、面、油、糖等
慰问物资。

1月 5日至 6日，驻马店市红十
字会来到桑王庄社区、翟庄社区、向
阳社区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社
区工作人员送上方便面、口罩等物
资，为困难群众送去米、面、油等慰
问物资。市红十字会共筹集包含
米、面、油等生活物资的温暖包
2400余个，总价值42万元。

1月9日，新乡市红十字会向各
县、市区发放温暖包 1000 个，温暖
包内有棉衣、棉被、米、面、油、糖果
等生活物资，总价值17万余元。

湖北 近日，宜昌市红十字会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

动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正式启动，
共筹集价值近29万元慰问物资，并
运抵县（市、区）红十字会。远安县
红十字会向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低
保边缘户等需要救助的特殊群体
等，累计发放价值2万余元的家庭包
110 件和价值 9000 余元的健康包

150个，为25户困难家庭送去大米、
食用油等慰问物资。1月15日，秭归
县红十字会为高龄老人和困难群众
送上含有米、面、油等生活物资的家
庭包，为重点人群送上含有体温计、
口罩、解热镇痛药的健康包。

1 月 10 日，十堰市红十字会为
郧西县龙桥村30余户困难群众送去
棉被、大米和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及
50份健康包。房县红十字会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200余户，发放家庭包70
份，健康包 170份，并对 5名大病患
者发放救助金 1.4万元。竹山县红
十字会走访慰问特困供养户、低保
户等13户重点人群，发放博爱家庭
包70个、健康家庭包170个。

1 月 13 日，荆州市红十字会联
合荆州区红十字会共同启动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市区两级红十
字会共筹集了价值近 2.3万元慰问
物资，将在春节前陆续发放至 200
余户困难家庭。

1 月 14 日，鄂州市红十字会来
到雷山社区慰问困难家庭，将慰问
物资发放给困难群众。1月15日，西
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带着春联、大米、食用油、

面粉等慰问物资，走进七里界村困
难群众家中，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1月 4日至 8日，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鹤峰县红十字会发放家庭
箱35个，家庭箱里装有毛毯、棉被、
冲锋衣、大米、糖果等慰问物资。利
川市红十字会走访慰问无偿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及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及家属，并送上慰问金。

1 月 11 日，襄阳市保康县红十
字会来到过渡湾镇福利院开展慰问
活动，为老人们送上装有大米、食用
油、面条等生活物资的博爱家庭包，
并深入过渡湾镇梅花村、西邦村和
城关镇小沟村看望困难群众，送去
慰问物资。

湖南 1月10日，常德市红十
字会联合市政府办、

澧县红十字会、临澧县红十字会、武
陵区红十字会，分别前往澧县码头
铺镇万家岗村、临澧县四新岗镇雨
台社区、武陵区长庚街道走访困难
群众，并送上慰问金。市红十字会
共筹集86万元现金和物资，陆续送
至困难群众手中。

1 月 13 日，岳阳市红十字会走
访慰问红十字志愿者特困家庭，并

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金。1月9日，
君山区红十字会到区内各敬老院发
放健康防疫包，包括体温计、N95口
罩、抗原试剂、酒精消毒湿巾、血氧
仪等。1月12日，岳阳楼区红十字会
筹集棉衣、大米、食用油等价值 1.7
万元的物资和18万元人道救助款，
深入社区特困家庭和敬老院进行慰
问，共救助282户困难家庭。1月12
日，岳阳县红十字会看望留守儿童、

“两癌”困境母亲及困难家庭，并将
爱心防疫包、学习套盒、冬衣、牛奶、
零食大礼包等慰问物资送到孩子们
手中。1月16日，汨罗市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带着米、油、棉衣等慰问物资
走进泰康福利院开展慰问活动。

1月 12日至 13日，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红十字会在永顺县芙蓉
镇龙车村举行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困难群众发放价值 4.8万元的食用
油、棉衣等慰问物资，为残障人士发
放总计1万元的生活困难救助金，为
困难大学新生发放2.3万元助学金。
今年，州红十字会共筹集35万余元
博爱送万家慰问物资。1月13日，吉
首市红十字会为 5家企业共 100名
困难员工送去温暖与关怀，并走访
慰问50户困难群众和5户红十字志
愿者家庭。1月17日，泸溪县红十字
会为麻风病患者送去慰问物资。

广东 1月11日，广州市红十
字会启动 2023年博爱

送万家活动，共筹集物资价值近 82
万元。第一站前往增城区派潭镇，
为 100 户困难家庭发放了总价值 3
万元的米、油、糖果、腊味等慰问物
资。

1 月 10 日，珠海市红十字会联
合香洲区红十字会启动博爱送万家
活动，向困难家庭发放慰问金和慰
问物资。香洲区红十字会对大病困
难群众、白血病帮扶困难家庭等
170户家庭开展博爱送万家慰问活
动。1月 12日，斗门区红十字会在
斗门镇小濠冲村慰问特困家庭，并
送上慰问金和贺年礼包。广东水电
二局斗门镇施工项目经理部捐赠 8
万元，定向慰问斗门镇 200 户困难
家庭。

近日，云浮市红十字会在市区
蟠龙天湖广场举行博爱送万家慰问
活动，慰问困难家庭、重症患者和优
秀红十字志愿者等，发放大米、食用
油和毛毯等慰问物资。

1月5日，惠州市红十字会入户
走访困难群众 1100户，并送上慰问
金和慰问物资。

1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附县红十字会对该县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困难群众等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下拨送温暖物资5批，包括博爱物资箱、旅游鞋、成人纸尿裤等，总价值5.48万元。 （张蕾）

淮安发起暖心团圆饭项目
本报讯 （徐佳艳）近日，江

苏省淮安市红十字会发起“暖心
团圆饭”人道救助项目，为淮安市
150名快递员、环卫工人、协管员
等基层工作人员置办一份价值
600元的暖心团圆饭。

金山区首场云端义拍告捷
本报讯（金红）1月14日，上

海市金山区红十字会举办 2023
金山“慈心善行”网络义拍会，率
先在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尝试以网
络直播方式举办慈善义拍。共有
106 位爱心人士参与，超千人进
入直播间观看，32件拍品共拍得
善款20万余元。

杭州开展春运救护服务工作
本报讯 （杭红）1月 7日，浙

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启动“爱在身
边——交通救护伴行”活动，组织
红十字救护志愿者参与春运救护
服务工作，为平安春运奉献力量。

双流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双红）1月 6日，四

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在东
升街道棠湖公园参加“暖冬行 爱
传递”志愿服务活动，发放宣传资
料500份，吸纳红十字志愿者5名。

庆元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
本报讯（庆红）1月10日，浙

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红十字会前往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濛洲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松源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慰问医务工作者，发放
150份慰问礼盒。

西湖区志愿服务队关爱空巢老人
本报讯 （西红）1月 4日，江

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南丁格尔志愿
服务队走进南浦街道开展“爱心
健康包 老人有‘医’靠”送温暖活
动，为空巢老人送去关怀和问候。

溧阳参加“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
本报讯 （金璐）1 月 10 日至

11日，江苏省溧阳市红十字会参
加“三下乡”服务活动，为市民发
放应急救护手册，器官捐献、造血
干细胞捐献等宣传资料和活动纪
念品。

鞍山开展关爱大病儿童行动
本报讯 （鞍红）1月 6日，辽

宁省鞍山市红十字会开展“关爱
大病儿童 专家解忧暖心诊疗”行
动。诊疗慰问队先后来到千山
区、铁西区3名大病患儿家中，为
患儿家庭送去慰问金及米、面、油
等生活物资。

麻城开展守护健康行动
本报讯（麻红）近日，湖北省

麻城市红十字会来到黄狮岗社区、
徐家山居民点、孝感乡街新区等地
开展守护健康“敲门行动”，为空巢
独居老年人、困境儿童等重点人群
发放爱心联系卡和健康包。

毕节有效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本报讯 （毕红）2022 年，贵

州省毕节市红十字会开展行业领
域专项应急救护培训 106 场次，
参训人员 34317 人，2153 人取得
初级救护员资格证。

平遥表彰志愿服务优秀个人
本报讯 （平红）1月10日，山

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红十字会举行
抗疫志愿服务荣誉证书颁发仪式，
为64名志愿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泽林镇开展送医送药活动
本报讯 （泽红）近日，湖北

省鄂州市泽林镇中心街社区红十
字会联合泽林镇卫生院开展送医
送药活动，为15位有药物需求的
精神残疾患者、困境儿童及60岁
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药。

泸溪完成万人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泸红）2022 年，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红十字会共举办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17场，培训10020人次。

龙泉开展关心关爱医护人员行动
本报讯（叶萍）1月10日，浙

江省龙泉市红十字会来到城东卫
生服务中心、市红十字医院、市中
医院慰问医护人员，发放 150 余
份营养品。

新建区开展送医上门活动
本报讯 （新红）近日，江西

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联合石
埠镇卫生院在该镇红林村开展

“送医上门 健康先行”活动，免费
检查50余人次，提供医疗健康咨
询40余人次，发放急救知识宣传
页40余份。

（上接一版）
1 月 5 日，上海黄女士 81 岁的

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后，一度出现昏
迷、呼吸困难等症状，血氧饱和度降
至30%，需插管治疗却无床位收治。
危急关头，来自云南的“红河车组”
立即出动，用时 13 分钟，将患者从
家中转运至同济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ICU病区，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
黄女士专门发短信向“云南来的志
愿者”致敬，感谢他们不远万里支援
上海。

“红河车组”由红河州红十字医
院的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以及两名
驾驶员组成。抵沪后，“红河车组”
每天从早上 8 点工作到晚上 10 点
半，5天内转运患者40人次（其中新
冠病毒感染者 26 人），送急诊抢救
18人，总里程数 800余公里。“红河
车组”驾驶员、退役军人谢大顺说：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只要一
声令下，我们随时冲锋在前！”

1 月 17 日，随着上海度过本轮
疫情感染高峰，中国红十字救护转
运队的援京、沪任务也告一段落。
支持医疗急救转运20天，中国红十
字救护转运队共服务病患 6224人，
为缓解京、沪院前急救资源紧张状
况作出贡献。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主任张志锋认为，中国红十字救护
转运队在上海最艰难的时刻紧急集
结驰援，“体现了大爱无疆，守望相
助的精神”。总会灾害管理处负责
人表示，中国红十字救护转运队还
将根据全国疫情发展态势，随时集
结出发，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贡献力量。

按照总会部署，春节前后，全国
各级红十字会组建的421个救护转
运车组还将在联防联控机制统筹
下，支援当地120急救体系。

天津市红十字救护转运队参加
驻地两家养老院的值班值守工作，
形成“疫情防控+养老助老+应急救
护”工作联动机制。杭州市萧山区
红十字金利浦应急救援队组织8名
队员，成立转运应急小分队，全天
24小时深入周边街镇，为感染新冠
病毒且就医不方便的困难家庭提供

及时转运就医服务。西宁市红十字
神鹰救援队根据市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统一调度，为出入院患者和群
众提供接送、应急物资转运等志愿
服务，得到了受助群众的好评。

目前，全国已有 14个省份红十
字会开展救护转运相关工作，从去
年 12 月至今，已累计出车 1.1 万余
次，转运病患1.2万余人。

聚拢爱心 关心呵护“白衣天使”

这一波疫情，任务更重的是医
务人员。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看望
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广大医
务工作者一直在防控疫情和日常治
疗两线作战，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
工作，为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要加强医护
人员自身防护和关心关爱，确保他
们身体健康。全国红十字系统积极
行动，通过多种形式关心关爱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小红
袋守护白衣天使”公益项目，为抗疫
一线医护工作者捐赠“小红袋”。每
只“小红袋”中配备了N95口罩、消
毒液、免洗洗手液、维生素、护手霜、
润唇膏等多种防疫物资和日常用
品，支持和关爱抗疫一线的医护工
作者。昕锐医学科技（山东）有限公
司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总价
值 41.76万元的 3480套一次性医用
防护服，发放给湖北省英山县、广水
市、洪湖市及江西省吉水县的医疗、
社区抗疫一线人员，助力疫情防控
及复工复产。

2022 年 12 月 29 日，浙江省湖
州市红十字会向新冠疫情防控一线
医务人员发放25万元慰问金；龙泉
市红十字会为全市医务工作者发放
2000 余份慰问品；公牛集团、宁波
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新海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通过慈溪市红十字会
捐赠爱心款 100 万元，用于慰问全
市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1月12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淳安支行通过淳安县红十字会向
县卫生健康局捐款30万元，用于慰
问一线医护人员。

1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红十字会向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发
放 761 份“博爱暖心包”，总价值
12.86 万元。河南省新乡市红十字
会前往新乡市传染病医院（新乡市
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看望慰问工作
在临床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为他
们送去慰问品。1月 11日，阳江十
八子集团向广东省阳江市红十字会
捐赠一批价值10万元的N95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及抗原检测试剂，为
市人民医院、市中西结合医院、市第
三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及阳春市卫健
局提供防疫物资。

补齐短板 重点人群收到“健康+温暖”包

这一波疫情，农村地区是防控
的重中之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求成员单位多措并举，做好节日
疫情防控，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
总会下发通知，指导各级红十字会
在元旦、春节期间面向城乡重点人
群开展科普宣教、健康干预、医疗救
助、心理支持等送温暖、送健康活
动。

2022 年 12 月 29 日，重庆度小
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捐赠 2000万元，专项用于为
重庆市垫江县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留
守老人等提供防疫物资、医疗药品
和重症救治等医疗救助，守护他们
的生命与健康。1月12日，首批“健
康关爱包”已经发放到垫江县红光
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手中，包里含
口罩、抗原检测试剂、散列通片、银
翘解毒丸、甘草片等药品和物资。

类似的健康包也发到了江苏省
宿迁市泗洪县大楼街道北新集社区
的孙先生手中。板蓝根冲剂、退烧
药、止咳药、N95口罩等，都是眼下
急需的防疫物资。他高兴地说：“这
下心里踏实多了！”

跟随“健康关爱包”一起送到的
还有温暖箱，这是连续开展了25年
的“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的新变
化，多了健康，温暖也没少。

湖南省红十字会第一批发放了
1 万个“健康防护箱”，向困难群众
普及新冠疫苗接种知识和最新防疫

政策。江西省红十字会联合江南都
市报开展暖冬行动，把募集到的防
疫物资和爱心物资送往进南昌市贤
县泉岭乡、南昌县幽兰镇、安义县新
民乡、新建区石埠镇等地，并联动多
家省属三甲医院为农村群众开辟重
症转运绿色通道，助力农村防疫，筑
牢基层屏障。

广东省鹤山市红十字会向全市
500 户困难家庭送上“防疫暖心
包”，还贴心地附上印有鹤山市人民
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 24
小时问诊电话和各镇（街）村（居）民
委员会居家治疗报备电话的小卡
片，方便有需要的群众电话咨询求
助。广西北海市红十字会、合浦县
红十字会，为45户受灾村民送去生
活物资以及装有体温计、板蓝根、布
洛芬、酒精消毒液、抗原检测试剂的
防疫用品。

截至 1月 16日，总会和各省级
红十字会已向61.5万个困难家庭发
放了健康包、温暖包，价值 1.28 亿
元。13个省份的红十字会已组织3
万多名志愿者开展宣传宣教、照料
关爱、送医送药等志愿服务33万多
次。

快递小哥坚守在春节防疫药品
寄递、生活物资供应的第一线，是城
乡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一环，他们
也收到了各级红十字会的“健康+
温暖”礼包。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苏州汇
思集团和霖珑云科向北京的快递、
外卖人员等新业态从业者发放
2000只“防疫关爱包”；北京市红十
字会采购20万个防疫爱心健康包，
通过各区红十字会发放给快递小哥
和环卫工人；四川省遂宁市红十字
会为快递人员送上 999 感冒灵、84
消毒液、酒精、N95口罩等抗疫暖心
包；河南省三门峡市红十字会筹集
KN95 口 罩 8000 只 、退 烧 药 2000
片，发放给全市邮政快递企业，希望
他们做好健康安全防护，维护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一位快递小哥表示：“近期送单
量激增，我们在外工作时间长、风险
高，‘防疫关爱包’来得非常及时，为

我们的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
也更加有信心安全地为大家提供服
务！”

救护伴行 服务“平安春运”

今年的春运，人流高峰可能带
来感染风险。实施“乙类乙管”措施
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群众踏上了
返乡路，客流总量预计达到20.95亿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9.5%。为
应对疫情防控新阶段的人流高峰，
总会与交通运输部联合发文，部署
开展“交通救护伴行”活动，要求在
交通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配备“便
携急救包”，增强一线人员的应急救
护能力，为平安春运贡献力量。

铁路系统红十字会要求车站客
运班组、列车乘务班组均配备红十
字救护员。郑州客运段分批次对全
段的红十字救护员开展常见急症救
护再培训，专门增加“旅客发热”相
关内容，并配备发热药品和专门座
位，与 120 急救中心建立应急联动
机制，已备乘客急救转运之需。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北京、浙
江、湖北、广西、贵州等省份捐赠“便
携急救包”4万个，重点配置到交通
运输场站、公路服务区、公共交通工
具等处。在杭州火车站、汉口火车
站、福州汽车南站……站务人员和
候车的旅客们学到救护知识的同时
可能收获一只“急救包”；在银川火
车站，宁夏红十字会开展“平安回家
路，关爱旅客‘救’在身边”急救知识
培训宣传活动，向旅客传授心肺复
苏与AED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等
知识；在高铁金华站，婺城区红十字
会组织志愿者为返乡旅客提供义务
向导、咨询问答、秩序维护等服务。
红十字人尽力将安全送给春运大潮
中的人们。

这个春节，久别的亲人又将团
圆；马路上、商场里，熟悉的烟火气
正在回归。疫情防控虽然还处在吃
劲的时候，但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
是胜利！

越过这个寒冬，我们将迎来又
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