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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化身“闪送侠”
——浙江省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开展暖心配送行动侧记

■ 浙红

“这是送给您的布洛芬，好好休
息，祝您早日康复！”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大街小巷
多了一些特殊的“闪送侠”，他们利
用私家车、出租车、电动车、地铁等
交通工具，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
暖和关爱。

2022 年 12 月 27 日，浙江省红
十字会印发《关于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和暖心志愿服
务的通知》，除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
极参加无偿献血外，要求各级红十
字会根据现阶段基层群众需求，精
心组织开展帮忙送医送药、帮助代
购代办、贴心照料关爱、宣传宣教引
导等暖心志愿服务活动。各地“小
红人”迅速行动，组建志愿服务小分
队，把暖心服务送到有需要的群众
身旁。

“阳康”后成为“闪送侠”

奔波在杭州市大街小巷的，是
杭州市晴雨公益服务中心抗“阳”
便民志愿服务队队员。这支队伍
成立仅有 1周多时间，现有 18名队
员，大部分队员都是“阳康”后加入
队伍。

“抗‘阳’便民志愿服务队的成
立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希望给身处
困境的群众带去一丝温暖。”省红十
字会理事、资深红十字志愿者沈廷
冲是这支队伍的负责人，同时也是
一名“闪送侠”。“转阴”后的这些天，
他的私家车成了“送货车”，每天奔
波在一个又一个家庭之间。

沈廷冲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
次“配送”，是给一对80余岁的老夫
妻送药。那天，他接到老俩口的求
助电话，对方声音有些哽咽，“两人
都感染了新冠，家里什么吃的都没
有了”。

得知这个情况，沈廷冲赶紧拿
上药品、生活物资赶到老人家中。
看到尚在病中的老人，他挽起衣袖
为老人做了一顿饭。虽然只是一顿
简单的饭菜，老俩口却非常感动：

“儿女不在身边，这时候能来给我们
送药、做饭，你真是我们的‘救星’！”
沈廷冲却觉得自己做的事很平常：

“看到这两位老人，就想起了我的爷
爷奶奶。”

在没有接到配送通知的“闲
暇”里，“闪送侠”也并没有真的闲
下来。他们利用这个时间，将瓶装
的布洛芬片分装到一个个密封袋
中。

“每人4颗足矣，现在是非常时
期，要将有限的物资合理分配，帮助
更多的人。”沈廷冲说。

除了药物，“闪送侠”还会配送
少量抗原、口罩、消毒酒精等物资。
截至12月底，他们已经帮助25名群
众，最远跑过40余公里。

“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
的事情。”正说着话，沈廷冲的手机
又响起来，是一位感染者的求助电
话，称自己一家五口全部感染，目前
药都吃完了。

“好的，您别着急，我们马上赶
到！”沈廷冲又快速冲进了冬日的街
头……

急救箱改造“共享药箱”

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勤俭村，
安置在便民服务中心的红十字急救
箱被临时改造成了“共享药箱”，放
在办事大厅醒目位置，并在自然村
循环播放小喇叭，鼓励村民把家里
富余的药品投放到“共享药箱”。不
少村民积极响应，主动将家中富余
的药物、口罩等投放到药箱内，帮助
其他缺少药物、口罩的家庭。

勤俭村红十字会会长杨明杰
说：“急救箱就是用于应急救治的，
上面的红十字标志非常醒目，特殊

时期我们把它改成接收捐赠的‘共
享药箱’，大家一起守望相助。”

早在 2020年，南浔区红十字会
就在全区各镇、村（社区）的便民服
务中心和公共场所配置了300个急
救箱。急救箱内不仅配置了风油
精、创可贴、消毒棉片等日常用品，
还有呼吸膜、止血带、三角巾、绷带
等用于心肺复苏和创伤包扎的急救
用品。

目前，全区多地争相效仿，基层
红十字服务点的急救箱纷纷化身

“共享药箱”。源源不断的药物填满
药箱，又被需要的人领走，邻里间的
温暖随着药物不断传播。

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这次我们过来给您送些感冒
药、退烧药和咳嗽药，如果有什么症
状可以及时用药……”

近日，临海市江南街道、大田街
道红十字会的会员、志愿者分别加
入当地暖心志愿服务小分队，为群
众送上口罩、消毒酒精、感冒药等物
资。在这特殊的日子里，他们“用爱
发光”，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
米”。

江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红十
字会会长屈姝彤说：“街道集中梳理

出 428 位孤寡老人、残疾人等重点
人群，暖心志愿服务小分队逐一走
访，为他们送上医药包、暖心联系卡
等爱心物资。”

在大田街道独居老人刘冬妹的
家中，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刘开健正
在为老人测量血糖并询问老人近
况。得知老人咳嗽不止，作为医生
的刘开健一再叮嘱老人用药量，并
告知其注意事项。刘冬妹感激地
说：“最近一直咳嗽，手指关节有点
痛，家里还没有药，正在发愁，他们
就送药来了，生怕我吃错了，都给我
配好，谢谢你们！”

“很多老人有心脑血管、高血压
等基础性疾病，针对行动不便、出行
困难等重点人群的特殊需求，我们
送药上门，减少老年人的感染风
险。”刘开健表示。

截至目前，大田街道共组建 67
支暖心小分队，涉及 29 个村级红
十字组织，67个网格。在加强对重
点人群、特殊困难群体就医用药服
务保障的同时，大田街道爱心配送
小分队还积极了解特殊群体的身
体状况、生活情况及需求，并逐一
登记，在解决各种“急难愁盼”上下
功夫。

护航乐跑
2022年12月31日，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红十字会组织12名红十字救护

员参与普兴街道骑龙社区“全民健身 幸福乐跑”暨骑龙湖跨年迷你跑第四季
志愿服务保障工作。活动中，志愿者两两一组，随身携带红十字急救包，在各
个补给点位为参加活动的群众保驾护航。 （新红）

“姚·平安”助力走失人员回家
2022年搜救29次，寻回15人

本报讯 （甬红）2022 年，浙
江省余姚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

“姚·平安”爱的援助项目，帮助走
失的失能失智老人、未成年人回
家，全年累计执行搜救任务 29
次，15人成功获救。

“姚·平安”爱的援助项目由
余姚市红十字众益应急救援队实
施，主要服务对象为走失的失能
失智老人及未成年人、残疾人等。
该救援队专门成立应急救援指挥
中心，向社会公布公益求助电话，

对全市区域进行网格划分，指定责
任管理人员，并与公安 110、消防、
双联中心等单位协作联动。

2022 年 5 月 3 日，救援队收到
救助信息，余姚市有两人走失。救
援队迅速开展搜救行动，通过监控
和现场排查，经过 8 小时坚持不懈
地努力，成功找到两名走失者。

今年，救援队计划将水域救援
也纳入服务范围，积极开展水上救
援演练和帐篷搭建、线路设标等野
外训练，不断提升综合救援能力。

寻甸红会为花季少女圆“读书梦”
全年助学帮扶1413人次，大病救助50人次

本报讯 （寻红）“我一定会
记得你们的嘱咐，好好学习，努力
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感谢红
十字会圆了我的读书梦，希望红
十字会能给更多学子带去希望。”
这是一名被资助的大二学生写给
云南省寻甸县红十字会的信。

李某铁是一名患有先天性髋
关节脱位（残疾证等级为肢体肆
级）的在校大学生。4岁时，父母
离异，后随母改嫁。继父与母亲
感情不和，继父多年未履行抚养
义务。母亲需在家照顾李某铁上
小学四年级的妹妹及聋哑且无生
活自理能力的外婆，无法外出务
工，家庭无稳定收入，这让李某铁

的求学之路异常艰难。
李某铁的小学班主任了解到她

面临的各种困难后，联系到寻甸县
红十字会，说明她的具体情况。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发动志愿者、爱
心企业为其捐款助学。

除了像李某铁这样的在读大学
生外，寻甸县红十字会还救助了一批
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以及职高和
技校的学生，帮助学子圆“读书梦”。

2022年，寻甸县红十字会累计
完成医疗大病救助50人次，助学帮
扶1413人次，博爱送万家受益2348
人次，成为县委县政府在人道资源
救助领域的主要帮手。

本报讯 （温红）近日，浙江省
温州市红十字会“送上一拐杖 护
卫老年人”公益项目第一批拐杖面
向博爱家园的老人发放。

活动现场，温州市红十字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潘松华，鹿城区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禾禾为
15家红十字博爱家园负责人以及绿
园社区的老年人代表送上拐杖。

“这根拐杖送得很及时，年龄
大了，走路不稳了，更需要拐杖，没
有拐杖迈不了步！”85岁的黄腊梅
阿婆竖起大拇指说。

该项目自 2022 年 9 月开启网
络筹款以来，共获得爱心捐款29.5
万余元。原定10万根拐杖的目标
正在稳步进行，第一批共1万根拐
杖将陆续发放至各县市区。

无锡向白衣天使发放慰问金
本报讯（锡红）2022年 12月

29日，江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和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捐赠仪
式，市红十字会向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送上 100 万元慰问金，用于
慰问市人民医院、市二院、江南大
学附属医院等 11 家市属医疗机
构的一线抗疫人员。

康恩贝捐赠12万片布洛芬
本报讯 （龙红）1 月 1 日，康

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
温州市龙湾区红十字会捐赠布洛
芬 12万片，助力疫情防控。分配
到该批药物的各医疗机构将以 0
元入库，免费赠送给有需要的就
诊市民。

淮南接受3090万元防疫善款
本报讯 （陈玉琴）2022年 12

月 31日，淮南矿业（集团）公司向
安徽省淮南市红十字会捐赠防疫
善款 3090万元，并向颍上县红十
字会捐赠 2400万元。2020年，淮
南矿业（集团）公司向安徽省红十
字会捐赠 1000万元，被中国红十
字会授予“中国红十字人道勋
章”。

平度获应急救护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讯（平红）近日，山东省

平度市红十字会荣获“山东省红
十字应急救护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平度市红十字会科员田浩荣
获“山东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

广安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本报讯（广红）2022年 12月

30日上午，四川省广安市红十字
会开展以“博爱广安·温暖新春”
为主题的博爱送万家活动，为广
安区翠福街 73 岁因病致贫老人
雷惠莲送去棉被、棉衣、大米、食
用油等物资。

南皮赴企业开展红十字救护培训
本报讯（南红）2022年 12月

23日，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为沧州永泰电子有
限公司员工举办为期两天的救护
员培训班，10余名骨干员工通过
考核取得救护员证书。

郫都区启动博爱送万家活动
本报讯（郫红）2022年 12月

30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十
字会开启 2023 年“博爱送万家·
暖冬行”活动，首站为三道堰镇 3
户贫困群众分别送去价值 6000
元的博爱大礼包，包括床、床垫、
衣柜、沙发、桌椅等家具，以及炒
锅、蒸锅、电饭煲等生活用品。

临沂8单位获红十字团体会员奖
本报讯（临红）近日，山东省

临沂市人民医院、临沂市中医医
院、山东省鲁南眼科医院有限公
司 3家单位获得中国红十字会团
体永久会员金质奖，鲁南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蒙阴县人民医
院、蒙阴县旧寨乡卫生院、蒙阴县
妇幼保健服务中心、蒙阴县高都
镇卫生院 5家单位获得中国红十
字会团体特别会员银质奖。

沧州启动博爱送万家活动
本报讯（沧红）近日，河北省

沧州市红十字会启动全市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活动，为困难家庭
送去新春慰问款物。

海洲制药捐赠17040份药品
本报讯（临红）2022年 12月

31日晚，浙江海洲制药有限公司
向浙江省临海市红十字会捐赠
17040 份复方氢溴酸右美沙芬糖
浆，总价值约 50 万元。当晚，市
红十字会联合市卫健局将药品分
发到 19家镇（街）中心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宜昌94岁老中医捐款1万元
本报讯（西红）2022年 12月

26日，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云集
街道果园路社区居民李道新向西
陵区红十字会捐赠现金1万元，定
向用于购置红十字救灾家庭包。

江阴发放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
本报讯（澄红）2022年 12月

29 日，江苏省江阴市委组织部、
江阴市红十字会、江阴市市场监
管局、江阴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举
办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关爱基金发
放仪式，为受助者家属发放关爱
基金。

江门启动博爱送万家活动
本报讯（江红）2022年 12月

28日，广东省江门市红十字会启
动博爱送万家活动，入户走访困
难群众，送上慰问金和慰问物资。

我为群众办实事

南丁格尔奖是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授予各国护理工作者的最高
荣誉，每两年颁发一次，以表彰护
理工作者的卓越成就和献身精
神。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南丁格
尔奖候选人推选办法（2022 年修
订）》，为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
监督，现将第 49届南丁格尔奖我
国拟推荐的候选人（按姓名拼音
排序）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3
年1月6日至2023年1月12日。

陈 静（女） 海军军医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兼
血透室护士长

冯 玲（女） 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护
士

甘秀妮（女） 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

蒋 艳（女） 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护理部主任

刘小娟（女）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内科原科护
士长

王 磊（女） 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总护
士长

邢少云（女） 海南省第五
人民医院麻风病区护士长

杨雪梅（女） 昆明市第三
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及儿童传染
科、发热门诊护士长

张颖惠（女） 山西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赵雪红（女） 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请于
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
件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反映。反
映情况要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
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
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
应署实名，并提供联系电话。信
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联 系人：张立 云淑贞
联系电话：010-84050639
电 子 邮 箱 ：jiuhuchu2006@

163.com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2023年1月6日

关于对第49届南丁格尔奖候选人拟推荐人选的公示

本报讯 （前红）1月 5日，四川
省广安市前锋区红十字会、区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联合开展“关爱苔花
儿童，爱心助力暖冬 ”活动，组织志
愿者赴龙塘街道、大佛寺街道、虎城
镇，分别为10户困难儿童送上价值
2600元的“暖冬包”。

“‘暖冬包’里装有衣服、裤子、
鞋子、袜子和手套，希望通过活动帮
助孩子们能高高兴兴地过一个快
乐、温暖的冬天。”前锋区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周泽惠介绍。

活动现场，孩子们穿上新衣服、
新鞋子，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志愿者还与孩子摆龙门阵、辅导他
们写作业，与孩子们一起打扫屋内
卫生。

“苔花行动”是前锋区红十字
会、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近年来
持续开展的特色项目，关注对象
为农村地区贫困儿童、失能家庭
儿童、留守儿童，主要通过开展幼
童保护、防溺水、防火安全知识讲
座，实地走访、慰问、帮扶孤残儿，
对问题儿童开展“一对一”心理辅
导等形式，帮助“苔花”儿童走出
困境，自立自强，成长为对社会有
用之才。

“通过‘苔花行动’，既关心帮扶
了困境儿童，又充分发挥了红十字
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提高了人们对
红十字的认可度和支持力，扩大了
红十字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周泽
惠表示。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关爱、帮扶
留守、孤残等儿童 380 人次。2022
年11月，该项目被四川省文明办推
荐参加省第十届“四川志愿·携手圆
梦”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
动。

关爱“苔花”儿童 爱心助力暖冬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红十字会为10户困难儿童送上“暖冬包”

（上接一版）
社会应急力量骨干培训项目由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红十字国际学
院联合主办，在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的支持下，计划用3年时
间，每年投入500万元公益资金，对
全国约1500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的
骨干成员进行分场景、分类别、分层
次的专业培训，提升社会应急救援队
伍的灾害应急反应和协同救援能力、
应急救援装备和救援物资保障能力、
应急救援信息化调度指挥能力，助力
健全专业高效、运转协调的红十字应
急救援机制。首期班学员主要来自
参与过2021年河南特大洪灾现场救
援的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和红十字救
援队负责人。为致敬上汽通用五菱
的公益支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
十字国际学院决定授予其“人道教育
伙伴”荣誉称号。陈竺向上汽通用五
菱代表沈于林颁发“人道教育伙伴”
荣誉纪念牌。

开班式上还举行了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通过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捐资 100 万元支持
红十字国际学院建设的合作协议
签字仪式。国际联合会东亚地区
代表处主任奥嘉、红十字国际学院
院长王汝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
事长贝晓超分别签署协议，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式成
为红十字国际学院第 28 个“联合
发起人/共建人”。陈竺向奥嘉颁
发学院“联合共建人”荣誉证书。
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刘选国与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
芝健签署两家学院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应急管理
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江苏省和苏
州市人大常委会、红十字会，农工党
江苏省委，以及苏州大学等单位和部
门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了开班
仪式。

温州红会为万名老人送上爱心拐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