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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宗合）3 月 5 日是第
60个学雷锋纪念日，各地红十字会
积极组织志愿者，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
行动传承雷锋精神，将人道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

北京 为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增强急救能力，
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
社会氛围，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会
组织志愿者走进香山街道红旗村社
区和西北旺镇航天城社区，开展红
十字应急救护宣传服务活动，将救
护知识技能送到居民身边。

江苏 近日，南京市秦淮区
12个街道及社区红十

字会相继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受益群众达16000人次。3月
4 日，建邺区南苑街道虹苑社区红
十字会向100余名群众宣传了无偿
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养老照护
等相关知识，并免费提供理发、体检
等服务。3月 2日至 3日，玄武区梅
园新村街道各社区博爱家园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为辖区居民提供理发、
磨刀、小家电维修、义诊、法律咨询、
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

3月1日，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
会在学富镇玉兰广场开展“学习雷
锋榜样 弘扬志愿精神”志愿服务集
中行动，300余人参加活动。3月 3
日，射阳县红十字会走进黄沙港镇，
参加“向雷锋同志学习”志愿服务行
动启动仪式，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400余份。响水县举行“响城大爱”

“向雷锋同志学习”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活动中，县红
十字会组织开展学雷锋“博爱送技
能”“博爱送健康”等丰富多彩的志
愿服务活动。

3月2日，南通市红十字会走进
崇川经济开发区三桥社区、紫兴社
区，开展“学习雷锋好榜样 红十字

‘救’在身边”社区应急救护技能培
训活动。

2 月 25 日，无锡市惠山区阳山
镇光明村红十字会开展“传承雷锋
精神 弘扬时代新风”活动。3 月 1
日，玉祁街道红十字会在玉祁海瑞
路急救安全小屋前举办“弘扬雷锋
精神 红十字‘救’在身边”活动。

邳州市铁富镇姚庄村博爱家园
开展“文明徐州 志愿有我”活动。

山东 3 月 2 日，烟台市福山
区红十字会走进福新

街道永青社区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传递人道力量”学雷锋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临沂市红十字会在全市红十字
会系统开展“你好，红十字志愿者”
学雷锋活动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共发放宣传材料 200 余份，提供义
诊咨询服务150余人次。

3月1日，日照市红十字救援队
组织 20 名队员到日照市大学城维
护交通秩序、宣传红十字精神，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2 月 27 日，高邮市红十字养老
照护志愿服务队走进大淖社区博爱
家园开展慰问与义诊活动，共入户
服务25户，发放宣传资料86份。

栖霞市龙腾社区红十字博爱家
园围绕学雷锋月，依托“桑榆未晚·
点亮幸福夕阳红”“守护成长·伴你
童行”两大项目开展系列尊老爱幼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
料300份、纪念品100余份。

四川 3 月 3 日，成都市金堂
县红十字会组织水城

救援队志愿者参加“成东中心友善
公益 公园水城美在文明”“3·5学雷
锋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3
月 3 日，蒲江县红十字会在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50余份，并
通过有奖竞答形式向参与者发放红
十字急救包20个。

3月2日，内江市红十字会在内
江大洲广场参加“内江志愿 携手圆
梦”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20 余名
志愿者参加现场宣传和讲解，共发
放宣传资料300余份。

陕西 3月2日，西安市长安区
红十字会组织长安区

第十一中学志愿者来到西安安欣老
年公寓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为老年
人送去牛奶、毛巾、洗衣液等慰问品。
3月3日，雁塔区红十字会在小寨路
街道二一二社区、曲江春临五路社区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3月1
日，灞桥区红十字志愿者来到灞桥街
道核锻社区，向社区群众普及应急救
护、红十字运动等知识。

3月3日，咸阳市红十字会组织

8名志愿者参与咸阳市2023年志愿
者在行动活动启动仪式，开展志愿
服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800余份、环保购物袋200余个。

浙江 3 月 3 日，杭州市上城
区红十字会联合采荷

街道芙蓉社区博爱家园开展广场便
民服务活动。3月2日，上城区南星
街道红十字会携手众多公益组织，
联合举办“学习雷锋好榜样 为民服
务有力量”学雷锋公益日主题活动。

3 月 3 日，湖州市启动“3·5 学
雷锋纪念日”暨“迎亚运讲文明树新
风”“家园志愿就在身边”主题活动，
墙壕里社区红十字会组织心理服务
志愿者走访辖区老年人。3月3日，
南浔区东迁街道红十字会开展学雷
锋系列志愿服务活动。3月1日，德
清县新市镇红十字会在栎林村文化
礼堂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长兴
县虹星桥镇宋高村红十字会在 广
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活动，并有多
名“爱满宋高”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队
员帮助村里的低收入农户播种了 5
亩早期黄豆。安吉县溪龙乡红十字
会在黄杜村旅游集散中心举办“生
命至上 健康护航”学雷锋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

宁波市红十字守护生命应急救
护志愿服务队以“雷锋精神遍天下，
互助暖流漾人心”为主题，联合宁波
市中小学成长中心计划走进城南中
学等10余所中学，为广大中学生开
展应急救护百节特色送教活动。

3月2日，衢州市衢江区仁爱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组织近 20 名志愿
者走进塔石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为特殊群体理发、体检、包
饺子，理发20人，体检30人，包饺子
800个，赠送牛奶23箱。

3月2日，龙泉市红十字会组织
志愿者 10 人在龙泉市人民广场开
展“迎亚运 讲文明 树新风”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

3月2日，台州市天台县红十字
会开展“学雷锋 护光明”健康服务
送乡亲活动，共为 200 余名群众提
供血压、血糖测量，常见眼病检查等
义诊服务。

江西 近日，南昌市红谷滩
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3·5”雷锋纪念日系列主题活动。3
月 3 日，九龙湖街道红十字会开
展“学习雷锋好榜样，传递童年正
能量”主题教育活动；红角洲街道红
十字会为辖区居民进行健康义诊，
现场为 200 余名居民提供血压测
量、义诊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

3月1日，丰城市红十字会举办
“爱在三月 暖心相伴”学雷锋志愿
活动。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映
山红志愿队、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等
一行人先后看望贫困家庭、贫困老
人8户，慰问贫困学生、留守儿童12
人，义诊 60 人次，赠送慰问品价值
5000元。3月3日，西湖区红十字会
组织江小红宣讲团走进朝农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学雷锋 送温
暖”“养老服务+生命教育”普及培
训。3月2日，西湖区南丁格尔志愿
服务队走进南浦街道孺子路社区开
展“春‘锋’送暖 爱心义诊进社区”
活动。

3月5日，鹰潭市红十字会组织
20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参加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学雷锋志愿服务月启动

仪式暨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
3 月 3 日，抚州市南丰县红十

字会走进南丰康复养老中心开展
“尊老助残树新风 志愿服务暖人
心”主题党日活动。3月 2日，黎川
县红十字会开展新时代“文明集市”
暨“3·5”雷锋纪念日主题活动，县红
十字雄鹰救援队、县南丁格尔志愿
服务队及红十字志愿者参加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

3月3日，樟树市红十字会组织
开展健康养老志愿服务活动，共有
26名志愿者参加活动。

3月4日，吉安市永丰县红十字
会组织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走进
恩江镇崇文广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为现场60余位居民普及应
急救护知识。

宜春市万载县第四小学红十字
会组织红十字青少年积极协助县交
警中队进行交通执勤。

安徽 3 月 4 日，黄山市黄山
区红十字会开展“传

承雷锋精神 点滴爱心永恒”主题志
愿服务活动，带领仙源镇12名留守
儿童走进日月广场“梦幻黄山”文化
体验馆，为孩子们带去科技体验和
文化感悟。

湖北 3 月 4 日，黄石市西塞
山区陈家湾社区红十

字会联合湖北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大学生志愿者，到中房小区开展“弘
扬雷锋精神，凝聚青春力量”主题活
动。同学们手持铁锹、锄头、铲子等
工具清理中房小区沿路的花坛杂
草，并为社区独居老人打扫卫生、整
理房间等。

广水市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
学习雷锋精神的志愿服务活动，并
在印台广场开展首场救在身边志愿
服务活动。

湖南 3 月 2 日，益阳市红十
字会前往泥江口镇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为蛇山村、
岩子潭村困难群众发放米、食用油
等慰问物资80份。

3月3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花垣县红十字会走进花垣县边城
镇南太村小学，开展“送健康进校
园”学雷锋志愿服务活，为小学生讲
解“儿童急救知识”“如何正确佩戴
口罩”“我运动、我长高”等健康知
识，并送去书包28个、文具盒28个、
羽毛球8副、篮球4个。

辽宁 3 月 2 日，沈阳市大东
区红十字会党支部学

雷锋志愿服务队全体成员赴万泉街
道华茂社区，走访困难家庭，开展

“一米阳光暖民心”学雷锋活动，为
困难家庭送上大米、面粉、豆油、牛
奶等生活物资。黄河街道红十字会
在皇姑区党群活动中心开展“学雷
锋便民直通车”活动。

3月2日，国药（大连）康复医院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来到大连市西
岗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为八一路
街道居民开展免费义诊和健康咨
询。

2 月 28 日，阜新市阜蒙县红十
字会及志愿者到阜新镇敬老院开展
慰问活动，为敬老院老人送去了米、
油、毛巾、洗发剂、洗涤用品、卫生纸
等生活用品。

3月4日，抚顺市红十字会组织
召开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
雷锋同志题词六十周年抚顺市红十
字志愿服务工作会议。

3月5日，朝阳市双塔区红十字
会在人民公园开展“学雷锋纪念日”
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

河北 近日，石家庄市矿区
红十字会开展学雷锋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走
进敬老院，为56名老人带去了部分
生活物品，与老人们拉家常、送关
爱，并表演了舞蹈、戏曲等精彩文艺
节目；组织 300 余名志愿者先后走
进小区、走进群众，开展义诊、理发、
打扫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

3月5日，邢台市信都区路罗中
心卫生院红十字会志愿者分别在爱
晚红枫及菊林老年公寓开展了“学
习雷锋精神 弘扬文明新风”为主题
的学雷锋志愿活动，共发放宣传资
料100余份、礼品61份。

山西 3 月 5 日，朔州市红十
字会退伍基地志愿服

务队和朔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志
愿者们一同来到朔州市公交公司，
开展“传承雷锋精神，践行志愿行
动，弘扬时代新风”志愿服务活动。

大同市红十字会动员各支志愿
服务队开展学雷锋活动。3月3日，
大同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和市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骨干队员，深入幼教
机构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宣传活
动。3月1日，大同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为美团外卖骑手，开展了一堂

“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
训。2月 27日，市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救护师资为阳高县顺天农林生态
示范园区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技
能普及培训。

内蒙古 3 月 3 日，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红十

字会带领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队，
在土默特右旗市政文化广场参加
了“2023年土右旗新时代文明实践
学雷锋月集中示范”活动，共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 300余份。3月 3日，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红十字会组
织党员干部深入白色垃圾责任区
和包联小区开展清理白色垃圾志
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
精神。

3 月 3 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红十字会走进包乐浩晓寿康颐
养中心开展“一切为了老人，为了
老人的一切”志愿为老服务活动，
为 76 位老人送去雪花粉、米和牛
奶等总价值 4064 元的慰问品，并
为颐养中心 14 名工作人员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
3月2日，乌兰察布市小城大爱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被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文明办评为 2022年度
全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近日，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红十
字会携手旗委宣传部、团旗委等部
门联合开展了以“弘扬雷锋精神·培
育时代新人”——“有爱无碍”关心
关爱岭东特教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为他们送去慰问金、保温杯、体育用
品等礼物。

宁夏 2月28日，石嘴山市学
雷锋志愿服务月集中

展示活动在大武口区和平广场举
办，20 余人参加。活动中，市红十
字会为大武口区赠送价值 5000 元
急救箱 10 个。3 月 3 日，市红十字
会受邀参加了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
队青山特勤站红十字会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3月1日，平罗县红十字
会联合红十字基层组织共同开展学
雷锋志愿活动。

甘肃 3 月 3 日，兰州市红十
字会联合省血液中心

举行“践行二十大 志愿我先行”
——学雷锋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
动。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深入兰州新区新康村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3月1日，平凉市崇信县红十字
会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县红十字会
志愿服务队骨干志愿者，在锦屏镇
赵湾村、关河村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3月2日，灵台县红十字会
走进县社会福利院开展关爱老人志
愿服务活动。3月5日，庄浪县红十
字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红十字志
愿者开展“践行二十大 志愿我先
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累计 500
余人参与应急救护培训，发放宣传
手册1600余份。

3月3日，定西市通渭县红十字
会联合县疾控中心党支部在北城镇
王岔村开展“践行二十大 志愿我先
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近日，漳
县红十字会联合县民政局走进金钟
镇大车场村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

3月3日，庆阳市正宁县红十字
会以“践行二十大 志愿我先行”为
主题，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县
城主街区开展学雷锋主题宣传活
动。

3月5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
县红十字会在县王格尔塘中心敬老
院开展“践行二十大 志愿我先行”
敬老志愿服务活动。

广西 3 月 2 日，南宁市良庆
区红十字会联合玉洞

街道坡洋社区在良庆区益民小广场
开展 2023年良庆区“绿城闪耀志愿
红 文明实践学雷锋”学雷锋志愿服
务月活动，现场组织防艾、应急救护
知识宣传活动和免费理发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当天，现场发放各种宣
传资料近 100册。3月 1日，武鸣区
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到城厢镇濑琶
村开展2023年“绿城闪耀志愿红 文
明实践学雷锋”志愿服务关爱活动，
服务群众 2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500余份。

云南 3 月 2 日，玉溪市红十
字会联合红塔区红十

字会、红塔区凤凰街道党工委、凤凰
街道办事处、凤凰街道广场社区在
东风广场开展了 2023年“3·5”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玉溪市红十字天
明眼镜志愿服务队向老年人免费发
放太阳镜200余副。

3月3日，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
县 2023 年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暨学雷锋纪念日活动在越析广场
举行，200余名志愿者参加活动，发
放资料 400余份，为 20余名群众免
费理发。

最美红十字志愿者

（上接一版）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十四届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
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十
四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
法，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马兴瑞、
王毅、尹力、石泰峰、刘鹤、刘国中、
许其亮、孙春兰、李书磊、杨晓渡、何
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张国清、陈文
清、陈吉宁、陈敏尔、胡春华、袁家
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白玛赤
林、魏凤和、王勇、赵克志、周强、张
军、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万
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
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
尔、汪永清、苏辉、辜胜阻、刘新成、
邵鸿、高云龙，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
尚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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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列
席大会。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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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济红）3 月 1 日，山

东省济南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育
局在历下区历山学校举办全市教
育系统应急救护处置现场观摩会
暨应急救护员培训班启动仪式，
80 余人参加活动。本次教育系
统应急救护培训班共开展 10期，
参训学员近450人。

连云港开展“三下乡”活动
本报讯 （曲波）近日，江苏

省连云港市红十字会在海州区新
坝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1200余
份。

临沂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临红）2月14日，山

东省临沂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讲师团走进中国节能开展“应急
救护 救在身边”急救技能培训，
共52人参加培训。

合阳学习两会专题报道内容
本报讯 （孙虎）近日，2023

年全国两会召开，陕西省渭南市
合阳县红十字会全体干部、志愿
者通过手机看两会，及时、准确、
有力学习 2023 全国两会专题报
道的各项内容。

济宁应急救护培训进戒毒所
本报讯 （济红）3 月 2 日，山

东省济宁市红十字会和济宁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举行党组织互联共
建签约仪式，并为戒毒民警举办
专场应急救护员培训班。

十堰全面启动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堰红）2月25日，湖

北省十堰市红十字会在湖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2023 年春季
学期应急救护员培训班，共 3 个
班次12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彭州应急救护培训进幼儿园
本报讯（彭红）2月11日，四

川省彭州市红十字会为蓓蕾幼儿
园的幼儿老师开展救护员培训，
35 名老师经考核取得红十字救
护员证。

江阴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澄红）近日，江苏

省江阴市红十字会联合江阴市委
组织部、江阴市人社局，为 2022
年度新入职事业单位的 119名工
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玉环应急救护培训进公安
本报讯 （玉红）近日，浙江

省玉环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公安
局，对公安系统民辅警进行急救
知识培训。

馨语爱心服务队发放助学款
本报讯（高红）2月11日，江

苏省泰州市高港区馨语爱心服务
队春季助学款发放仪式在泰州医
药高新区（高港区）胡庄镇胡庄社
区红十字博爱家园举行，为 34名
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助学款 42200
元。

沈北新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路知航）近日，辽

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红十字会为
沈北新区 120余名消防官兵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全员通过考核，
取得心肺复苏（CPR+AED）培训
证书。

六合区启动“博爱光明行”活动
本报讯 （六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联合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在竹镇
镇送驾社区开展“博爱光明行”白
内障及眼病筛查志愿服务活动。
接下来，“博爱光明行”志愿服务
队将为全区 115个社区（村）老人
免费提供白内障及眼病筛查志愿
服务。

惠州召开志愿者工作会议
本报讯（惠红）2月25日，广

东省惠州市红十字会召开志愿者
工作会议，10 个志愿服务组织、
107名志愿者获表彰。

盐城举行应急救护师资集训班
本报讯 （李志国）为提升全

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教学水
平，更好履行救护师资职责，2月
10日，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举
行2023年应急救护师资集训班。

鄂尔多斯爱心企业捐空气消毒机
本报讯（鄂红）2月27日，中

国电科（浩林生物科技）通过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为
东胜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协会捐赠
20台价值 18万元的AOE空气消
毒机。

3月3日，江苏省南京市上元中学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来到南京市江宁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学雷锋纪念日慰问
活动。上元中学学生代表为大家带来了舞蹈表演，教师代表为孩子们一展歌喉，并给三月份过生日的同学分发了
小礼物。上图为“肩并肩 画友谊”活动环节，两校师生互帮互助，共同完成数字油画作品。 （张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