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星期二
2022年4月26日

编辑/陈 娟
电话：（010）65597609

最美红十字志愿者基层红会信息

我为群众办实事

葫芦岛开展众筹项目（线上）培训
本报讯（岛红）4月18日，辽

宁省红十字会召开全省红十字系
统2022年“5·8人道公益日”众筹
项目（线上）培训会，葫芦岛市红
十字会全体工作人员、各县（市）
区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工
作人员参加。

庆城为新警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庆红）4月18日，甘

肃省庆阳市庆城县红十字会应邀
到县公安局为新招录的 50 名警
员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培
训。

永丰防溺水知识宣讲进校园
本报讯 （彭小兰）近日，江

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红十字会联合
永丰县蓝天救援队走进永丰职业
中专、恩江小学、陶唐小学等中小
学校，举办青少年防溺水知识讲
座，为广大师生普及防溺水、心肺
复苏等急救知识。

赣县区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本报讯（肖丽萍）4月14日，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红十字会会
同区检察院、直工委、网信办乡村
振兴工作队走进白石校园，开展
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益阳开展生命教育参观体验活动
本报讯（邓建宇）4月16日，

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家委会组
织80余位孩子和家长，走进市红
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生命健康
安全体验教室，开展生命健康安
全教育参观体验。

呼和浩特收到社区致谢锦旗
本报讯（呼红）4月18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
道街三顺店社区将一面印着“助
力社区抗疫 传递暖暖温情”的锦
旗送到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以
感谢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在此次
疫情中对三顺店社区作出的贡
献。

德兴走访爱心企业
本报讯（胡昕）4月19日，江

西省德兴市红十字会开展走访爱
心企业活动，代表红十字会和受
助困难群众向爱心企业的善举表
达谢意，对 2021年为德兴市红十
字会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爱心企
业表示感谢并送上祝福。

瑞金与城市社区结对共建
本报讯 （朱声来）近日，瑞

金市红十字会与九天社区举行结
对共建签约仪式。

通渭急救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渭红）4月13日，甘

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红十字会在榜
罗镇文树学校开展“应急救护进
校园 自救互救在身边”培训活
动。

缙云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本报讯（缙红）4月15日，浙

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红十字会联合
黄龙景区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双流区开展防溺水专项行动
本报讯 （双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将校园
防溺水工作纳入 2022 年全区红
十字青少年工作建设年的应急救
护培训行动计划，联合区教育局
组织开展中小学校园防溺水自救
互救专项行动。

上饶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本报讯（刘辉）4月16日，江

西省上饶市红十字救援队和广信
区红十字会参加由广信区政府主
办的 2022 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活动。

宜丰开展水域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 （邹杰峰）4 月 16 至

17日，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红十
字会、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组织
队员及志愿者在大丰水库开展水
域应急救援演练。

石泉应急救护知识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陈梦柔）4月18日，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红十字会组
织红十字水上应急救援队人员到
城关一小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教
育暨应急救护知识宣传普及活
动，400 余学生以及通过视频连
线直播观看的 1600 余名师生参
加。

呼伦贝尔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呼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为红十字志
愿者、公安干警、新闻工作者等
61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无悔奉献十三载
——记辽宁省铁岭市红十字志愿者孙玉林

■ 铁红

孙玉林，辽宁省铁岭市红十字
赈济救援队队长，现中国红十字
（辽宁）赈济救援队队员。2008 年
被铁岭市红十字会评为抗震救灾
先进个人，并多次被辽宁省红十字
会评为优秀红十字志愿者，2021年
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三下
乡”服务标兵称号。他所带领的志
愿服务队也多次获评优秀志愿服
务团队。

从2008年5月加入铁岭市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开始，孙玉林和他的
志愿者团队在铁岭市红十字会的领
导下，通过在“世界红十字日”“世界
献血者日”“世界艾滋病日”“全国爱
眼日”等重大节日开展系列宣传活
动，招募众多热心公益的年轻人，与
各界有识之士共行善举。从应急救
援演练到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从人
道救助到到“三献”公益宣传，开展

“爱心午餐”“白内障特殊人群救助”
等特色救助项目，近 2 万人在他们

的努力下感受到了红十字会的关
爱，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

时刻准备，废寝忘食为抗疫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作为中国红十字救援队队员，
孙玉林接到省红十字会通知，负责
为赴湖北执行救援任务的救援队备
勤，随时准备出发赴疫区开展救
援。“终于能够为实地救援贡献一份
自己的力量了！”孙玉林很快安排好
各项事宜，按照通知要求做好相关
准备。

为完成支援湖北抗疫前线备勤
任务，孙玉林度过了数十个不眠之
夜。他身先士卒奋战一线，亲自带
领爱尔眼科医院的红十字医疗志愿
服务队为辖区内社区、幼儿园、学校
等场所进行专业消杀，持续近 3 个
月停休，加班加点、不辞辛苦地为返
工返岗复学做准备，保障生活生产
的有序进行。

他带领红十字志愿者负责接收

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捐物，累计接
收捐款 156.43万元、防疫物资价值
95.68 万元。随即又带领队员将捐
赠物资及时分发至防疫一线防疫民
警和一线执勤消防员，为铁岭市公
安局防疫卡点募集到护目镜 200
副、消毒酒精20箱。在铁岭市赴湖
北支援的医务人员返回铁岭后，第
一时间将铁岭市各界人士捐赠的慰
问物资分发至医务人员所在医院，
为赴湖北支援的医务人员送去全市
人民的问候。

普及救护，协调企业献爱心

2009年，孙玉林获得了中国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证书（2019年
他还取得了TOT国际认证）。在他
的带动下，他的志愿者团队中越来
越多人通过学习、考核，获得救护师
资证书或救护员证。近年来，在铁
岭市红十字会的领导下，他们在救
护培训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
机关、进企业的“五进”活动中，带领
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开展了应急救

护和大众紧急避险等各类培训 200
余场、受益1万余人。

随着帮助的人越多、接触的救
助面越广，孙玉林越发觉得仅凭少
数人或单个组织的一腔热血和号
召能力能帮助到的人、能做的事是
有限的。于是，他把眼光投向了社
会 上 的 公 益 团 体 和 爱 心 企 业 。
2016 年，在他的沟通与协调下，铁
岭市红十字会与湖南爱眼公益基
金会、铁岭市爱尔眼科医院联合发
起“白内障特殊人群救助项目”并
组建了铁岭市红十字医疗志愿服
务队，5 年来，累计为超过 3000 余
人提供了眼健康公益救助。他还
通过组织近百场各类公益活动，累
计筹得善款逾 300 万元、受益人群
达 2800人。

全心付出，无悔奉献十三载

2016年，孙玉林成为一名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对能力
的一种认可，也是一份荣誉，更是一
份责任。”孙玉林说。因为协调员工

作的特殊性，他经常需要在节假日
和深夜时段驾车到医院协调相关事
宜，到殡仪馆参与见证工作，为捐献
者家属提供暖心周到的服务，减轻
家属的痛苦。对于马上到达退休年
龄的孙玉林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
对体力是一种考验，同时因为这份
工作，他失去了不少陪伴家人的机
会。可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旺盛的
精力和如火般的热情，在他的努力
下，截至 2021年 12月，铁岭市实现
网上登记器官捐献的志愿者达到
5391人，经他协调见证完成眼角膜
捐献 2例、遗体捐献 1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5例。

13年恰好是一轮“+1”年，就像
孙玉林常说的：“我的人生也是在加
入红十字会的那一年好似有了重新

‘+1’的机会，志愿服务为他的人生
带来了新的意义与价值”，他希望未
来能有许许多多的13年，能够将自
己的爱心与能量，通过红十字会这
个平台奉献给社会、给更多需要的
人。

防溺水，懂救护
4月22日，四川省隆昌市红十字会组织10余名救护师资志愿者在隆

昌市第一初级中学开展防溺水急救知识培训，11个班800余名师生参加
培训。图为培训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实操练习。 （隆红）

本报讯 （安红）“又多了一笔
收入，咱老百姓在家里也有增收，真
不错。”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章村镇低收入村民吴大叔，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通过“红会微善坊”小
程序售卖了一批自制的糍粑、红薯
片等农产品。

“红会微善坊”小程序由安吉县
红十字会联合微善公益联合会共同
开发，于 2020年 10月正式上线，帮
助低收入农户扩大销售渠道。“在走
访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户都有自家
生产的土特产，因没有销售渠道被

‘困’在家中，这也是我们开发‘红会
微善坊’，助农增收的初衷。”安吉县
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说，除了帮扶，
他们还鼓励因病、因重大交通事故
致困人士积极参与家禽养殖等农事
活动。

家中有土特产的低收入农户可
以将信息通过“红会微善坊”小程序
自行上报，也可以求助各乡镇志愿
者，帮助将产品上线至平台销售。
在整个产销过程中，农户只需安心
生产，找销路、对接客户、送货上门
等服务均由县红十字会和微善公益
来负责。同时，为了保障销售产品
的卫生安全，辖区内的志愿者也会
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并要求农户
签署诚信承诺保障书，产品出售前
都会通过专业机构进行农残检测。

去年，吴大叔在“红会微善坊”
线上平台销售自制的糍粑、红薯片
等农产品，共计卖出了3万余元，减
轻了家庭负担。截至目前，该平台
共推出52余款农产品，累计销售近
5万多单，总成交额达 78.6万余元，
帮助40余户低收入农户增收。

今年受疫情影响，梅溪镇马村
桑葚存在大量滞销问题。“红会微善
坊”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积极与

“宝桑园”饮料公司进行联系，达成
合作意向。微善工作人员先将临近
保鲜期的桑葚进行回收，并运送至
冷库保存，再由企业统一接收并制
成桑葚干或者饮料。“这样一来不仅
减少了农户们的损失，预计还可以
为农增收100余万元。”县红十字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鄣吴镇玉华村村
集体即将成熟的 100 亩樱桃，也将
先在该平台进行推广、宣传，积累人
气，再与商超等对接拓宽樱桃销售
渠道。

接下去，县红十字会也将充分
利用好该平台，继续做好供需信息
的对接，进行多渠道推广，为农户带
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浙江湖州安吉县红十字会切实助力低收入农户增产增销

打造“红会微善坊”精准帮扶助农增收

江苏南京栖霞区红十字志愿者化身“飞毛腿”为居民代购药品
本报讯 （孙雪）“王奶奶，您的

药帮您开回来了，麻烦您到小区大
门这里来拿一下。”

“谢阿姨，这是您要的中药，您
注意看一下，这一包要和其他的药
分开放，在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下锅
煎，我帮您单独放在这个小袋子里
了，不要弄错。”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
青田雅居社区红十字志愿者小曹在
尧建新村小区门口，隔着大门，细心

地将药品一份一份地递进去，用已
经累到嘶哑的喉咙认真地向居民交
代着注意事项，十来度的初春，乍暖
还寒，小曹额头沁出的汗珠来不及
擦拭。

尧建新村小区的王奶奶、谢
阿姨、陆师傅等几位居民因身体
不适，需常年服用药物，有些处方
药必须到指定医院挂号后才能由
医生开具、购买，临时管控期间无
法外出，家中药物渐少，这可愁坏

了几位老人家。在小区外的红十
字志愿者小曹看到需求信息后，
自告奋勇担任起了代购药品的重
任 ，成 为 了 一 名“ 飞 毛 腿 ”代 购
员。

青田雅居社区防疫工作组在小
区内部保障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小
区外的红十字志愿者随时待命、化
身为“代购员”“快递员”“闪送员”
等，内外密切联动，为社区居民提供
温暖的志愿服务。

福建南安海上救护队成功救回受困群众
本报讯（南红）4月 12日 16时

许，福建省南安市红十字海上救护
志愿服务队接海防派出所告知，石
井后店村民利用退潮期间到礁石
上剥海蛎，不幸深陷淤泥中，潮水
正急剧上涨，受困群众生命危在旦
夕。情况紧急，南安市红十字海上
救护志愿服务队队员郑万健、洪青
山立即驾船带着大型泡沫板赶往
现场。

到达现场后，他们一边安慰受
困群众，一边从船上带着水，拉着泡
沫板慢慢接近受困群众，和海防所
两警员合力将受困群众拉出淤泥，
接着把受困群众接上船，安慰好受
困群众后并安全送上岸后才缓步离

开。
石井湾海岸线长达 31.2公里，

为开放性水域，大多为无人看管的
沙滩，海况复杂，常有险情发生。
2018 年成立的南安市红十字海上
救护志愿服务队，队内核心队员 20
多名，从事职业包括医生、教师、企
业经营者等，他们秉持着“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从事海上
救护等志愿服务工作。队员们自发
筹集了4条快艇和救生衣等海上救
援用品，每星期到石井海域巡逻三
至四次，也会配合当地政府或者边
防所开展志愿活动。2018年至今，
南安市红十字海上救护志愿服务队
已成功救援群众12人。

浙江杭州余杭区绘画社团儿童为防疫志愿者画像

童心抗疫，小朋友们有“画”说
本报讯 （余红）近日，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大禹小学趣味绘画社
团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组织下，用
心将这段“疫”样生活中温暖的点滴
凝结在时光里。

小朋友们都知道，有一个可怕
的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怪兽”侵入
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知道有这
么一群人，挡在了前面，像一面坚硬
的墙试图将病毒与我们隔开。口罩
是他们的面具，防护服是战袍，爱心
是武器，勇气是披风，他们奔驰在白

天黑夜，点亮了所到之处的每一道
光。他们是小朋友们眼中的“超
人”、口中的“英雄”，他们是区红十
字会志愿者，是“人道、奉献、博爱”
精神的化身。

小朋友们或许不懂得如何去打
败“病毒怪兽”，但他们相信“超人”
的力量，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魔法
棒”，通过五颜六色的画笔记将看到
的一幕幕记录下来，为红十字会的
志愿者们，为这些守护家园城市的

“超人英雄们”加油打气。

辽宁营口老边区志愿者收到致谢锦旗
本报讯（营红）4月13日，辽宁

省营口市老边区市民张大姐来到老
边区红十字会，将书写着“疫情无情
人有情，助人为乐显真情”的锦旗赠
送给老边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队
长马笑森，借以表达她和家人的感
谢。

家住老边新村的张大姐原本每
周二和周五都要到大石桥市中心医
院做透析，但在3月疫情期间，因封

控管理出行困难，外出跨区就医成
了她最大的难题。马笑森在了解到
她的情况后，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多次无偿接送张大姐往返于大石桥
市中心医院和老边家中，帮助她解
决了困难。

张大姐说，她的女儿也加入到
了老边区红十字志愿者的队伍中，
希望能够将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
去。

浙江诸暨见义勇为者将奖金捐赠给红十字救援队

为了让正义再传递
本报讯（朱峰峰）3月30日，浙

江省诸暨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收到一条手机短信，显
示：景宁畲族自治县红十字捐赠专
户新增了一笔 10000 元的捐赠收
入。经核实，捐赠人为来自浙江省
诸暨市的傅煌江和杨仕引。

这笔捐款要追溯到2021年7月
17日下午 3时 40分许，正在浙江省
红十字会水域救援培训基地（景宁
大均）开展日常训练的夏春来、傅煌
江、梅某发现在大均潭有溺水者喊
救命，事发地水流湍急，水较深，离
岸边较远，水下情况复杂，事态十分
危急，夏春来、傅煌江、梅某不顾个
人安危第一时间跳入水中前往营
救，合力将溺水者救上岸。时隔 20
多分钟后，大均潭再次发生溺水事
故，夏春来、杨仕引、梅某听见呼救
后立即再次跑向事发水域，梅某和

杨仕引首先入水将已经下沉的溺水
者救出水面，溺水者此时已经口吐
白沫，面色发黑，夏春来等人一起将
溺水者救上岸边实施急救处理，几
分钟后溺水者恢复正常。

事后，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为激励先进，弘扬正气，根据相关
文件规定对傅煌江、杨仕引等见义
勇为人员进行了嘉奖，并给予颁发
奖金各5000元。

得知自己获得嘉奖后，傅煌
江、杨仕引向相关人员表示：“救人
于危难，乃人之本能，更何况我们
是救援队员呢！至于奖金，乃身外
之物，将这份钱捐赠给景宁红十字
户外应急救援队，帮助他们添置一
点装备，提升一下能力，何乐而不
为呢。”当他们拿到奖金后，第一时
间就以转帐汇款的方式进行捐赠，
兑现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