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赵玮玮

近年来，安徽省红十字会积极
引导广大志愿者把学习雷锋精神转
化为志愿服务的具体实践。

宿州市灵璧县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队员李玉斗、李玉欢兄弟俩先后
捐献造血干细胞；合肥市红十字志
愿者程明月在上班途中救治一名骑
车倒地的老人；92 岁老战士、老党
员去世后捐献遗体、角膜；70 多岁
的志愿者曾家英，27年坚持资助贫
困学生……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
演。截至目前，全省约6.9万人参与
红十字志愿服务。

省红十字会积极为青年志愿者

搭建实践平台，全省各级各类学校
建立红十字组织 715 个、成立（高
校）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 95 支，发
展红十字青少年会员 67644名。在
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中，青年志
愿者约占 72.2%；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志愿者中，青年志愿者约占85%。
这些青年志愿者，在传承雷锋精神、
投身志愿服务中展现着青春力量。

近年来，省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了“鲜亮‘人道红’，点赞‘益’起
来”、“四个 100”安徽省红十字志愿
服务事迹展示宣传、造血干细胞捐
献事业“中国好人”事迹展等志愿
服务宣传活动，讲述了一个个优秀
红十字志愿者的故事。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志愿者
到志愿服务队，他们用善良和爱
心，担当起人道领域的特殊使命。

“一个人的荣誉是有限的，但是
他的德行和精神是永恒的。”安徽省
优秀共产党员李俊，曾是一名边防
战士，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2016
年转业后，他开始担任王大郢社区
党委书记，每一项工作都亲自带头
干，每一位居民他都装在心里。

社区越来越好，李俊也越来越
忙，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党
员干部的使命担当。当生命燃烧到
了尽头，他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以另
一种方式去照亮别人的明天，诠释
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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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的大病医疗救助真
是及时雨，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
解了燃眉之急。”大病初愈的胡家义
激动地说。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张滩镇响水村，像胡家义这样享受
大病救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面
对困难群众患大病、环境卫生需提
升、村庄发展缺人才等各种棘手问
题，响水村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法子。

建强红十字组织，助力组织振兴

2019年，张滩镇干部付治国进
入响水村两委班子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面对自然条件差、产业基础弱、
人口基数大的响水村，付治国一边
在上级党委带领下强班子、建队伍，
一边倾力解贫助困。他经常自己出
钱为困难老人垫付医保费用，想方
设法帮助困难群众。然而，全村有
2000 多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他意识
到，要想带领全村群众踏上小康之
路，只能依靠组织的力量。

2022年，在安康市红十字会的

指导和镇党委的支持下，响水村红
十字会正式成立，红十字基层组织
建到了村里。

村红十字会成立了，可是老百
姓不知道红十字会是干什么的。为
破解这一问题，响水村红十字会开
展了大病救助捐资助学、留守儿童
关爱、赠送爱心物资等帮扶活动，聚
焦“三类户”“老少病残孤”等特殊群
体，精准施策、多点发力开展慰问，
为患大病的困难群众申请省彩票公
益金救助，当好困难群众的暖心人
和人道精神的传播者，着力打造“群
众身边的红十字会”，让“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响水村慢
慢生根发芽。

宣传红十字精神，助力文化振兴

响水村红十字会成立后，定期
召开红十字大讲堂，多次组织开展
村干部及网格员应急救护培训。

32 岁的胡玮是响水村 14 组的
一名普通村民，从事建筑工程承包
工作，也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去
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干燥，该村
15组一农户在地里干活时，不慎将
黄姜地里的杂草引燃。寒风吹过，

火势变大，一亩多柏树形成串烧，
村民胡家楼站在火场中央不知所
措。见状，胡玮带着朋友以最快速
度投入灭火救援。当时，冲在最前
面的胡玮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就
是救人。他直冲火场中心，背起胡
家楼就往外跑，其他人拿工具不停
地在风源上方拍打火苗，许多村民
也陆续赶来救火。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20 多分钟后，大火终于被扑
灭。此时，胡玮才发现，自己的衣
服被烧了好几个窟窿，头发也被烧
焦了。

在村里每季度召开的道德评议
会上，村红十字会像往常一样宣传
红十字精神，胡玮感触很深：“作为
响水村的一员，作为一名红十字志
愿者，我平时经常给村民宣传红十
字相关知识，也理应用自己的言行
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接下来，我还想参加应急救护
培训，用实践传播人道精神，助力响
水村发展。”

发展红十字会员，助力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为先。人才是
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也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支撑。为解决基层乡村
“引不进人、没钱引人”等现实难题，
响水村在大力培养乡村公益服务人
才、乡村治理人才的同时，积极发展
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吸纳合作社、
家庭农场负责人等一批有技术的乡
村能人，为志愿公益宣讲提供保障。
通过开设应急救护培训班，组织驻
村“四支队伍”、村两委班子、红十字
会员和志愿者学习《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
程》和应急救护技能，进一步提高应
急救护能力。

应急救护培训将基层治理网格
员变为救护员，网格员还成了村红
十字会的骨干会员。村两委还依托
这支具有急救技能的网格员队伍，
在辖区内水域逐一落实防溺水安全
管理员，开展隐患水域巡查、防溺水
知识宣传教育、应急救护，建立“巡
查+宣教+急救”的防溺水工作模
式。

加强红十字服务，助力生态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
是必须打赢的一场硬战。在去年
的创文及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中，响水村红十字会以村民为主
体，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志愿者探
索开展了各项志愿服务。志愿者
纷纷拿起铁锹、扫帚、火钳等工具，
在村民住宅区及村道、巷道清扫积
存垃圾，对村庄卫生死角、乱搭乱
建以及道路两侧的杂草、废弃物、
垃圾等进行彻底清理；同时，对村
民房前屋后乱摆乱放的杂物进行
整理，对村组道路的积尘、淤泥等
进行大扫除，在人员居住密集的村
委会周边划定停车位，方便村民办
事，开展秸秆禁燃宣传，同时劝导
村民树立环保、爱护环境卫生的理
念。像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已经
在响水村两委和村红十字会的倡
导下开展了数十次。

“作为百姓身边的党支部，我们
开展了各种有益探索，积极发挥群
团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力量。响水
村红十字会便是我们在市红十字会
包联以来多年实践探索后的产物。
作为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我们将
继续在党支部的引领下关注弱势群
体，以扶危济困为主要抓手，全面助
力乡村振兴。”响水村党支部书记陈
俊杰说。

传承雷锋精神 点亮志愿之光
——记安徽省红十字志愿服务群体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

四川 3 月 5 日，成都市新津
区红十字会举办学雷

锋红十字周末亲子公益课堂。3月
4 日，新都区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
护公益培训，50名学员考取救护员
证。3 月 4 日，金牛区红十字小志
愿者参与文明交通劝导等学雷锋
志愿活动。3 月 3 日，锦江区红十
字会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发
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3月 2日至
3 日，双流区红十字会在市级红十
字示范学校开展“学习雷锋精神
弘扬红十字文化”宣传活动，受益
人数达 4300 余人。郫都区红十字
系统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红十字
志愿者在行动”系列活动。3 月 9
日，都江堰市红十字会在幸福街道
永寿社区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携
手点亮城市美”主题党日活动。3
月 4 日，崇州市红十字会参加“学
雷锋纪念日”主题公益活动启动仪
式。3 月 3 日，彭州市红十字中医
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江苏 3 月 7 日，徐州市沛县
红十字会在大屯矿区

腾飞新村开展“学雷锋 送春风”公
益活动。3月4日，常熟市红十字会
在常福街道万达广场参与学雷锋志
愿服务月活动。3月4日，张家港市
红十字会参与“志愿益集”广场志愿
服务活动。

浙江 3 月 2 日，临海市红十
字会参加学雷锋志愿

服务月启动仪式，近 1000名志愿者
和市民参与活动。

陕西 3 月 3 日，商洛市红十
字会组织“爱我商洛”

主题活动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

湖南 3 月 4 日，岳阳市红十
字会在金鹗山广场集

中开展“走基层 惠民生 心守护”志
愿服务活动。

河南 洛阳市红十字会志愿
队 开 展 应 急 救 护 培

训、无偿献血知识宣传等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新乡市红十字会前往
卫滨区新华社区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近30名居民参加。

河北 唐山市红十字系统开
展各类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30余场，发放宣传材料5000
余份。3月5日，秦皇岛市红十字会
组织开展“与雷锋同行 铸生命希望”
主题宣传活动。3月5日，廊坊市红
十字会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开
展学雷锋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任丘
市红十字会在石化新村社区开展义
诊、义卖等志愿服务活动。

辽宁 3 月 5 日，阜新市红十
字会参加“情暖阜新

聚力新突破”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辽阳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
服务队慰问 90 岁空巢老人李玉
林，并送上米、面、油、牛奶等生活
物资；慰问 8 岁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并送去雷锋日记和学习用品、
玩具等礼物。盖州市红十字会走
访慰问 2名困境儿童和 4户困难家
庭。

黑龙江 哈尔滨市红十字
会走进道里区工

程街道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3月3日，齐齐哈尔市红十字会

为长跑爱心协会60余名老年人开展
“助老爱老”公益讲座及义诊活动。

内蒙古 3 月 3 日，呼和浩
特市红十字会组

织参加“争做新时代雷锋传人”主
题实践活动，发放宣传资料、宣传
品 500余份。3月 7日，通辽市红十
字会走进新雅运动公园，开展持证
救护员培训活动，共 31 人参加。3
月 4 日至 5 日，兴安盟红十字爱心
助老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3 月 3 日，巴彦淖尔市红十字
会在文博广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

广东 3 月 5 日，广州市红十
字会健康传播志愿服

务队在岭海老人公寓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3月7日，高州市红十
字会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月集
中活动，发放宣传材料500余份。3
月5日，佛山市红十字会开展“三月
春风暖人心 雷锋精神伴我行”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3月5日，湛江市
红十字会在霞山步行街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3月3日，深圳市红十字会
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3月3日，
珠海市红十字会开展“山海相连 义
海情深”学雷锋主题活动，为遵义市
凤冈县第一小学捐赠 1500 余册爱
心图书。3月2日，惠州市红十字微
善行志愿服务队前往惠城区桥西街
道开展走访慰问。3月2日，阳江市
红十字会到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举办

“学习雷锋 扶智励志”爱心捐赠活
动。

广西 3月5日，柳州市红十字
会在柳州火车站东广

场、金沙角亲水平台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3月4日至6日，三江县红十字会
开展学雷锋活动月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

云南 3 月 3 日，临沧市红十
字会来到市特殊教育

学校开展“99公益日”送温暖活动，
用 2022 年第七个“中华慈善日”暨

“99公益日”期间筹集的1万元网络
爱心捐款，为全校 420 余名学生购
买了爱心水杯。

甘肃 3月 5 日，陇南市红十
字会在武都区蓝天广

场举行“践行二十大 志愿我先行”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3 月 5 日，
白银市红十字会举办学雷锋志愿
服务主题实践活动。3 月 5 日，庆
阳市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开展“心
系雷锋日 情暖三月天”义诊活动。
3 月 5 日，张掖市山丹县红十字会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发放宣
传资料 2600 余份。3 月 5 日，定西
市红十字会参加“践行二十大 志
愿我先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3 月 5 日，天水市秦安县红十字会
在陇城镇西关村开展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3 月 5 日，平凉市泾川
县红十字会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1500 余份。3
月 3 日，华亭市红十字会开展应急
救护培训进社区活动。3 月 2 日，
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红十字会
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实践活
动。

青海 3 月 4 日，玉树藏族自
治州红十字会在格萨

尔广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一个村级红会的乡村振兴实践
——陕西安康响水村红十字会工作纪实

杭州获捐400余万元慰问物资
本报讯（杭红）2月27日，网

易集团通过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
会向市红十字会医院捐赠折叠
床、取暖器、筋膜枪等价值 400余
万元的物资，慰问一线医护人员。

平度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平红）2月28日，山

东省平度市红十字会在崔家集镇
组织 38 名青年干部参加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培训班。

无锡应急救援队助力“校园守护”
本报讯（锡红）2月27日，江

苏省无锡市红十字应急救援志愿
队和市积余实验学校联合举办校
外安全员聘任仪式，在全市率先
推出班级学生安全员和校外安全
辅导员制度，开创“救在身边·校
园守护”平安校园新模式。

临沂益民公益救援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 （临红）3 月 1 日，山

东省临沂市益民公益救援服务中
心揭牌仪式在兰山区兰山街道会
议室举行，80余人参加活动。

华亭召开志愿服务工作会议
本报讯 （华红）3 月 4 日，甘

肃省华亭市红十字会召开红十字
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对 2022年涌
现出的 28名优秀红十字志愿者、
16 支红十字志愿服务优秀宣传
团队进行表彰。

海南州应急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 （海红）3月 1日至 3

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红十
字会走进州职业技术学校、共和
县中学、共和县民族中学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共2110人参加。

界首开展先进典型云宣讲活动
本报讯 （曹兰芳）3 月 4 日，

安徽省界首市红十字会开展“积
善之家 必有余庆”先进典型云宣
讲直播活动，2500余人次观看直
播。

宜昌举办应急救护师资提高班
本报讯 （宜红）3 月 2 日，湖

北省宜昌市红十字会在湖北三峡
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护理学院举
办 2023年应急救护师资提高班，
44名应急救护骨干师资参加。

阜宁为一线电工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张悦）3 月 2 日，江

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红十字会在阜
宁县希望学校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为 86 名电力工人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

西和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本报讯（西红）2月28日，甘

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红十字会在何
坝镇大池小学开展图书捐赠活
动，该批图书由浙江爱心人士捐
赠，包括生活故事、科幻文学、漫
画卡通、经典著作以及学习辅导
类书籍。

柳河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柳红）3 月 8 日，吉

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红十字会来到
柳河县驼腰岭镇中心小学，为
530名师生进行了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

西湖区成立首个红丝带关爱基金
本报讯 （何佳妮）3 月 1 日，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成立杭州市
首个专门对艾滋病感染孕产妇及
家庭进行救助的关爱基金——西
湖妇幼红丝带关爱基金。

舒城红会干部获评省巾帼标兵
本报讯 （六红 卢余）近日，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红十字会
赈济救护与事业发展部部长万
德年获“安徽省巾帼建功标兵”
称号。

新密开展博爱家园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新红）3 月 3 日，河

南省新密市红十字会举办博爱家
园项目村骨干志愿者救护员培训
专题班，来自博爱家园项目村的
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志愿者等
70余人参加。

张家港志愿队获全市最佳称号
本报讯 （孙雯）近日，江苏

省张家港市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
荣获张家港市 2022 年度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优秀典型评选“最佳
志愿团队”称号。

南阳24名乡村医生完成培训
本报讯 （栗前）3 月 2 日，河

南省南阳市 24 名乡村医生参加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 97 期乡村
医生培训，全部考核达标结业。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上接一版）
赵乐际说，大会选举产生了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选举我担任委
员长。我们衷心感谢各位代表的信
任，深感使命崇高、责任重大。我们
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紧依靠
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尊崇宪法，恪
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
党和国家事业竭诚奉献，绝不辜负各
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赵乐际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十四届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推动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落
实见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贡献力量。

赵乐际说，我们要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

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
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
施和监督水平。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使法律体
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实行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保
证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充分发
挥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
优势，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
的桥梁。全面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
自身建设，切实担当起新时代新征
程赋予的使命责任。

9时57分，赵乐际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马兴瑞、
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
杰、李书磊、何卫东、何立峰、张又
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
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
洪、李尚福、吴政隆、谌贻琴、秦刚、
张军、应勇、胡春华、沈跃跃、王勇、

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
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
陈武、穆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
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朱
永新、杨震和许其亮、孙春兰、王晨、
刘鹤、杨晓渡、曹建明、张春贤、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白玛赤林、魏凤和、赵克志、张庆
黎、刘奇葆、万钢、卢展工、马飚、夏
宝龙、杨传堂、李斌、汪永清、辜胜
阻、刘新成，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
苗华、张升民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
超、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
诚列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
放军有关单位和武警部队、各人民
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
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13日下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体代
表，同他们合影留念。

春天里的红十字
3月10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东迁街道红十字会开展主题为“不负

春光添新绿 携手共筑美家园”的植树活动。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参与义务
植树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两山”理念。 （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