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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年夜饭暖病房
——江苏盐城盐都区红十字会爱心年夜饭项目侧记

■ 王金海 徐海涛 朱华

1月21日，大年三十，江苏省盐
城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三
院”）南院住院部仍一派繁忙。下午
3时，在一楼食堂，十几位工作人员
和二十余位盐都区红十字会志愿者
互相配合，把一份份美味的饭菜装
盒、打包，一一送到患者及家属手
中，让不能回家与亲人团圆的患者
吃上了热乎乎的年夜饭。这温馨的
一幕，在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已是
第7年呈现。

团圆时刻

在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家人
团圆是人们最渴望的生活场景。但
每年除夕和正月初一，市三院南北
两个院区都有超过500位患者在医
院过年，加上陪护家属共 1000 余

人，同样期盼欢聚，需要关怀。
2017年，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

会与市三院强化联动，开始实施由
红十字会出资、市三院后勤精心制
作、爱心志愿者派发的红十字爱心
年夜饭项目。项目实施第一年便深
受患者好评，至今已延续7年，不断
凝聚着爱心的力量。

温暖年饭

2023 年爱心年夜饭工作也早
早启动。广大医护工作者和红十字
志愿者暂缓小家团聚，继续陪伴患
者一起过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年
夜饭一定要健康、喜庆，有家的味
道。1月 10日，区红十字会和市三
院明确聚焦患者身心健康，关注患
者人道需求，精准做好健康宣教、心
理疏导、科学诊疗及配套服务，同时

强化爱心年夜饭温暖病房行动的责
任落实。

“首先要征求患者饮食需求，所
有的肉、鱼、蔬菜进出库必须备齐详
单：来自哪里、去往何处，以及荤素
搭配是否合理等问题必须认真研
究。”1月 12日，双方重点部室负责
人及市三院食堂再次进行会商，按
照健康营养均衡原则，从菜谱的确
定、食材的选购、菜肴的制作，到派
发人员的安排，准备工作一一细化
优化。

1月 18日，18位红十字志愿者
来到市三院食堂，把近 2000份饭盒
进行贴标，并安排消毒，全面细致安
排好第七届红十字爱心年夜饭的各
项准备和派发工作。

1 月 21 日下午 3 时，热气腾腾
的爱心年夜饭全部出炉：豉油大虾
（生如夏花）、红烧肉圆（团团圆圆）、

红烧鱼块（吉庆有余）、木耳炒金瓜
（精彩纷呈）、包菜炒香干（甘甜生
活），三荤两素外加青菜豆腐汤，让
人赏心悦目。看着工作人员将一份
份香味四溢的饭菜打包并放入送餐
车，大家似乎看到了病房内患者的
一张张笑脸。

欢度新春

今年，留在市三院过年的患者
有 900 余人，加上陪护家属一共近
2000人。大年三十中午，市三院后
勤工作人员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均
化身志愿者，分工协作，将爱心饭菜
送到每一位患者手中。

“除夕夜和大年初一，住院患者
的情绪最容易波动，一定要高度重
视，采取切实措施保证患者情绪稳
定，让患者安心过节。”正月初一，早
餐安排了汤圆、稀饭和开胃小菜；中

午为土豆红烧肉、宫保鸡丁、香菇青
菜和西红柿蛋汤；晚上是雪菜炒肉
丝、番茄炒鸡蛋、白菜烧卜页和萝卜
豆腐汤，均按留院患者每床位 2 份
的标准送到病房。

爱心年夜饭项目离不开红十字
志愿者的积极参与。盐都区政协常
委、神州路初中教务处副主任杨芳
在 2019年参加过派发活动，今年更
是早早报名，并带孩子一起来参加
派发；盐都区政协常委、36 氪公司
征胜男闻讯后也主动报名；户外运
动爱好者、亭湖区救护培训师资陈
文群带着一对儿女参加派发。还有
很多爱心人士自发前来帮忙，一起
让佳节团圆延伸到医院病房，让幸
福快乐停驻在病友心房。

下午 5 时，1800 余份年夜饭全
部派发到位，病房里不断传来欢声
笑语。

无锡为企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锡红）1月12日，江

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在红十字训
练基地对有需求的企业员工进行
应急救护培训，共50余人参加。

慈溪爱心企业慰问医护人员
本报讯（甬红）近日，浙江省

慈溪市红十字会收到来自公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
有限公司、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捐赠的爱心款 300 万元，用于
慰问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江阴为医务工作者发放爱心物资
本报讯 （澄红）1 月 11 日下

午，江苏省江阴市红十字会举办
“关爱最美天使白 致敬生命守护
者”爱心捐赠仪式，11 家爱心企
业为全市医务人员代表联合捐赠
1400余份慰问物资。

南昌“红色基金”实施三方共管
本报讯 （南红）1月11日，中

共南昌市委组织部、江西省南昌市
红十字会和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
举行南昌市党内关怀帮扶“红色基
金”委托管理签约仪式。

呼和浩特358人取得救护员证
本报讯（呼红）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为呼
和浩特 120指挥中心救护车驾驶
员、担架工等370余名非专业人员
开展了一场急救培训，358人通过
考核取得了初级红十字救护员证。

金堂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活动
本报讯（金红）1月13日，四

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红十字水城救
援队组织 6名志愿者到泰吉街社
区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活动，了解
老人的生活境况和遇到的困难，
帮助他们打扫卫生，陪他们说话
聊天，并对家中水、电、气进行了
安全检查。

樟树爱心企业捐赠800台血氧仪
本报讯（樟红）1月16日，江

西省樟树市红十字会现场接收汉
远产业投资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捐赠的 800 台血氧仪，并发放至
各基层卫生所。

庆元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
本报讯（庆红）1月13日，浙

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红十字会向县
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濛洲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医务工作
者发放了 1200份慰问物资（红参
粉和红参片）。

鞍山获捐100台血氧仪
本报讯（鞍红）近日，辽宁春

明科技集团旗下安康全龄健康管
理（辽宁）有限公司捐赠给鞍山市
红十字会 100 台血氧仪，定向用
于鞍钢新城 55 岁以上长者共享
血氧健康监测。

双流区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双红）近日，四川省

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助力企业
安全生产，为 46名企业员工开展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46人全部通
过考核并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

平江获捐5000份抗原检测试剂
本报讯（平红）近日，广东省

东莞市爱心企业青颖科技有限公
司向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红十字
会捐赠了 5000 份新型冠状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用于支持家乡疫
情防控工作。

鹤峰获捐45360盒药品
本报讯（鹤红）1月12日，来

自甘肃省兰州市的佛慈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鹤峰县红十字会捐赠复
方黄芪健脾口服液 45360 盒，药
品总价值224万余元。

白银敬老项目走进景泰
本报讯（景红）近日，甘肃省

白银市景泰县红十字会联合白银
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在一条山
镇永泰路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开展

“明天的自己”敬老项目志愿服务
活动。

平阳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平红）近日，浙江省

温州市平阳县红十字会为平阳德
康血透中心开设救护员培训课程，
来自血透中心的21名职工参训。

长阳再添3台AED
本报讯 （长红）1 月 10 日至

12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红十字会前往黄龙上城小区、县
消防救援大队、花坪社区捐赠 3
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并现
场进行了设备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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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
会开展“两节送温暖”

人道救助工作，走访慰问辖区内困
难群众，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共慰问 333 人，投入物资总价值近
90万元。此外，开展“博爱送温暖”
社会募捐项目，共 1865 人次参与，
募集资金15.45万元，用于为海淀区
心理康复医院在院治疗及康复的
300余名患者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康
复训练用品。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红十字
会 组 织 开 展 2023 年

“千万人帮万家”迎春帮困走访慰
问活动，共慰问 1115 人（户），发放
慰问金（含大礼包）总价值 86.19
万元，其中重疾特困家庭 18 户，发
放慰问金（含大礼包）总价值 9.4
万元。走访慰问医务工作者，将
近期募集的定向爱心捐款购买牛
奶、水果等慰问物资，送到金山区
卫健委和 120 急救中心等相关医
疗单位。

江苏 苏 州 市 红 十 字 会 启
动 2023 年 博 爱 送 万

家活动。市红十字会赴相城区、
姑苏区等地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
困难群众，并送上了慰问金和慰
问品。

扬 州 大 学 大 学 生 红 十 字 会
积极开展 2023 年度博爱送万家
活 动 ，10 名 大 学 生 志 愿 者 走 访
慰 问 社 区 困 难 家 庭 ，并 为 他 们
送去了棉被、大米、食用油等慰
问品。

常熟市红十字会举行博爱送
万家活动，针对各镇（街道）困难家
庭、重大传染病患者家庭及高龄捐
遗志愿者发放慰问款物 30 余万
元。

邳州市红十字会深入 18 家博
爱家园，对 200 户困难家庭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并为每户送上 2 袋大
米、2桶食用油、1床棉被和1个家庭
箱等慰问品。

浙江 杭州市红十字会开展
“情暖杭州·2023年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赴富阳区慰
问困难群众，并送上慰品金和爱心
礼包。市红十字会今年共筹集款物
58.5万元。

绍兴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博爱
送万家系列活动，关心关爱因病、因

残、因灾、因祸等陷入困境的群众，
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慰问物资，共
投入慰问款物333万余元。

嘉兴市红十字会组织各县市
区红十字会积极筹措款物，开展

“情暖嘉兴·2023 年红十字博爱送
万家”活动，共筹集资金 46.7 万
元，慰问困难群众 1234人。

台 州 市 红 十 字 会 开 展 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共筹集资金
10 万元，确认 50 户慰问对象。1
月 11 日至 17 日，市红十字会分
三组到 9 个县（市、区）进行走访
调研慰问，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

山东 乳山市红十字会先后
对 部 分 镇 村 困 难 群

众、企事业单位困难职工、社区博爱
家园困难家庭等群体开展慰问，共
发放价值2万余元的米、面、油等慰
问物资。

招远市红十字会为 45 户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遗体（角膜）器官捐
赠者家属、博爱家园的困难家庭、白

血病和先心病大病患者等人员送去
大米、食用油、牛奶等慰问物资，共
慰问6个乡镇100余人，慰问物资价
值9000余元。

平度市红十字会对因病致困家
庭、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开展博爱
送万家慰问活动，并送上慰问品和
新春祝福。

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开展
博爱送万家活动，共筹集温暖箱
68 个、慰问金 1 万元，走访慰问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遗体器官捐献
者家庭 8户，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83
户。

四川 近日，成都市成华区
红十字会组织辖区各

街道、社区等基层红十字会，为 267
户困难群众和 3 名贫困志愿者、15
户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送去
慰问款物17万余元，惠及困难群众
近600人。

邛崃市红十字会启动博爱送万
家系列活动，前往黄鹤村、大同镇和
平乐镇，慰问了 30 余户困难家庭，

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彭州市红十字会前往通济镇慰

问困难群众，并送上慰问金和牛奶、
粮油、博爱家庭包等慰问品。2023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中，市红十字会
共慰问 200 户困难群众，累计发放
慰问款物12.1万元。

近日，隆昌市红十字会积极
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向孤寡老
人、精神病人、防返贫监测户等困
难群众发放慰问物资 17 万余元，
向 4 个镇（街道）红十字会发放纯
净 水 、米 、油 、衣 物 等 慰 问 物 资
1.65万元。

陕西 近日，西安市碑林区
红十字会联合陕西省

红十字眼库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为辖区眼角膜捐献者家属送上节日
的慰问；阎良区红十字会组织红十
字志愿者来到铁路社区入户慰问困
难群众，将棉衣、棉被、大米、糖果、
急救包等总价值 2990 元的慰问物
资送到群众手中；灞桥区红十字会
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发放慰问品

150 份，并将 10 套家庭包送到困难
群众手中；新城区红十字会为 10
户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等困
难家庭送上爱心家庭箱；莲湖区红
十字会走进陕西省心羽爱心家园，
将包含棉被、羽绒服、大米、糖果的
家庭箱送到 10 户血液病患儿手
中；蓝田县红十字会来到安村镇杨
孔寺村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勾云
云家属，并送上装有棉衣、棉被、大
米、糖果的家庭箱和米、面、油等慰
问物资。

兴平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博
爱送万家活动，为全市困难群众、
红十字志愿者发放慰问金、大米、
食用油、棉被等慰问物资，总价值
近万元，受益群众 200余人。

汉中市镇巴县红十字会深入平
安镇蒋家岭村慰问驻村工作队、村
两委干部及困难群众，走访慰问脱
贫户和三类人群，并为他们送去大
米、食用油及棉衣等慰问物资。共
慰问脱贫户 157户、三类人群 3户，
送去大米 100袋、食用油 100桶、棉
衣50件。

江西 南昌市进贤县红十字
会共筹集近 18万元款

物，发放给全县 21 个乡镇的重病、
残障、孤寡等困难家庭以及遗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等特殊家庭；南昌县
红十字会筹集爱心款物近20万元，
为 500 余户困难群众、“三献”困难
家庭、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送去慰问
金和慰问物资。

景德镇市红十字会来到乡村振
兴对口帮扶村——乐平市接渡镇潘
村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结对帮
扶对象送去了粮、油、博爱温暖箱等
慰问品。

鹰潭市红十字会走访慰问了市
直红十字“三献”志愿者陈文湘、尉
燕珍夫妇，为他们送上慰问金，感谢
他们及其家人为红十字事业做出的
无私奉献。

宜春市万载县为全县 65 岁以
上老年人每人派送一份爱心健康包
和鸡蛋，同时走访慰问遗体器官捐
献者家属、孤寡老人、脱贫户、困难
群众等特殊群众。共发放 61031份
爱心健康包和 122 万余个鸡蛋、52
只温暖箱、84份爱心包、520只急救
包、336把雨伞，共计212万余元，惠
及63655人。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红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分别为13个乡镇的特殊困难群众送上棉衣、棉被、粮油、
毛毯、糖果和慰问金等慰问物资。共发放慰问物资13万余元，慰问困难家庭610户。 （凤红）

（上接一版）

广东 省红十字会联合省交
通厅开展“守护平安

交通”应急救护公益讲座。由省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团队走进全省
各客运站点，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增
强一线站务工作人员、司乘人员应
急救护能力。

1月5日，省红十字会特别邀请
广州南站地区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进行线上授课，为志愿者重点分析
广州南站的结构、设施的分布及使
用技巧，着重提醒在岗时的注意事
项，并组织理论考试初步筛选符合
条件的志愿者。14日，省红十字会
委托志愿服务二队为招募的志愿者
提供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提
高志愿者的服务素养。

多名志愿者从1月15日开始在
广州南站进行志愿服务，截至 18
日，已有24位志愿者在广州南站进
行志愿服务，服务时长192小时，服
务旅客2400余人次。

湖北 省红十字会联合省交
通运输厅武汉局集团

公司在汉口站举行 2023春运“交通
救护伴行”活动启动仪式。省红十
字会向武汉局集团公司转赠“出行
便携急救包”，武汉市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志愿者面对春运旅客，开展急
救知识宣讲急救技能展示，受到广
大旅客欢迎。

1 月 19 日，咸宁市 2023 春运
“交通救护伴行”活动在温泉中心客
运站启动，现场捐赠300套“出行便
携急救包”，保障广大旅客安全健康
出行。下一步，市红十字会还将开
展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应急救护技能
培训，学习好应急救助知识，使用好
便捷应急包，增强一线站务工作人
员、司乘人员应急救护能力，以便有
效应对春运期间运输车辆行驶过程
中司乘人员突发疾病、意外撞伤等
紧急情况。

福建 春运第一天，福建省
福 州 南 站 候 车 大 厅

里，省红十字会救护师资、志愿者
现场“摆摊设点”，架起了红十字会
的特色标志，一具具模拟人吸引了
来往旅客的关注。救护师资一边
向往来群众发放红十字会宣传折
页，一边演示心肺复苏术、创伤救
护、气道异物梗阻等急救技巧，呼
吁大家积极学习应急救护知识和
技能。

1月17日，省红十字会、省红十
字现场救护培训中心专程赴福建省
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为他们配
送急救包、防疫物资，用于福州汽车
北站、南站、西站的应急保障，并开
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宣讲、体验活
动，参与学习体验者不仅能收获知
识，还可获赠便携急救包。同时，向
行车组、司机、场站管理员配送急救
包、N95口罩等防疫物资。

漳州市龙文区红十字会组织龙
风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到漳州汽车客
运中心站为工作人员开展 AED 使
用和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贵州 1月19日，2023年春运
毕节市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志愿服务暨交通救护伴行急救
包发放活动在毕节市公交公司举
行。市红十字会及市交通运输局有
关领导向公交车驾驶员代表发放了
急救包。“公交车上配备急救包非常
有必要，驾驶员学会应急救护技能，
一旦有乘客意外受伤或突发疾病，
他们可以及时实施救助。”市公交公
司财务总监吴杰说。

同时，来自市红十字会的应急
救护培训志愿者还对部分公交车驾
驶员开展了气道异物梗阻、心肺复
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和出行便捷
急救包使用指导，确保出行便携急
救包规范使用并发挥作用。

1 月 19 日，遵义市播州区红十
字会联合区交通运输局，组织30名
公交车驾驶员开展 2023 年春运交
通救护伴行活动，为城区公交车辆
随车配发了滴滴公益出行便携急救
包，并开展了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这个急救包真不错，急救绷
带、医用胶带、医用棉片、碘伏消毒
液、高频口哨等配置得好，现场培训
也很合适。”驾驶员龚大福说，希望
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四川 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
积极发挥专业志愿服务

队优势，指导成都市出租汽车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开展“春运护航‘救’在身
边”交通救护伴行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期间，区红十字会向志愿
服务队发放“交通出行红十字便携
急救包”25 个，配置持有救护员证
的骨干志愿者车辆，并派出应急救
护师资讲解急救包使用方法和现场
突发事件处置方式。

春运期间，该志愿者队还在成
都东站及西站、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等交通枢纽巡游，在乘客出现意外
或路面发生交通事故时开展处突协
助，同时开展红十字文化传播、急救
知识宣传等活动，以红十字力量为
平安春运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