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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娇 胡博雅 李勇

“我！”
“我！”
“还有我！”
2022年，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疫情防控任务繁重艰巨。
关键时刻，江西省 1000多名红十字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不顾个
人安危，主动请缨奔赴抗疫一线，守
护人民群众健康。

这些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南丁格
尔志愿者们，“赣”劲十足，铸成抗疫
先锋的坚韧群像。

“南丁格尔”邹德凤

从3月17日南昌市全员核酸检
测之日起，第44届南丁格尔奖章获
得者、66 岁的邹德凤就奋战在医
院、社区等疫情防控一线，连续一个
多月没有休息。

每天早上 6 点，邹德凤准时出
门，常常忙到次日凌晨才回家，短暂
休息几小时后，又开始投入新的一
天工作。

2020年至今，武汉、石家庄、吉
林等地发生疫情后，邹德凤都第一
时间捐款，累计捐赠20余万元款物
助力疫情防控。

邹老是江西省 2.7万名南丁格
尔志愿者的榜样，她用实际行动引
领带动更多爱心人士参与红十字志
愿服务。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也
是红十字志愿者。现在赣鄱大地正
在面对考验，我们要响应政策、全面
排查、科学防控、战胜疫情！”

援吉“管家”刘琳

3 月 14 日，江西省人民医院护
理部主任、省红十字志愿护理服务
中心志愿者刘琳作为援吉医疗队联
络员、护理组组长赴吉林省吉林市
支援。

医疗队抵达吉林市中心医院
后，刘琳立即号召队员们切换到工
作模式。她负责接管的两个医疗区
高龄合并症患者偏多，刘琳作为联
络员，既是细心严谨的“管家”，又是
贴心负责的“大白”，而她最喜欢的
是“家人”这个称呼。

一位 97 岁的老人经常小便失
禁，刘琳和队员们总是会立刻帮他
擦拭干净、换好新衣、整理好床单，
耐心地喂水喂饭。几天后，老人把
刘琳当成了亲人，吃药检查时非常
配合。

刘琳说：“队员们最常听到的话
是‘谢谢你’‘你们辛苦了’‘你们真
好’，大家心里总是暖暖的，觉得再
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援沪“螺丝钉”杨姚萍

4月4日，抚州市中医院护理部
主任杨姚萍赴上海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

杨姚萍被分在物资保障组，负
责抚州医疗队的后勤保障和方舱外
江西省总队的物资发放。她 24 小
时待命，接到指令立即投入工作。
有时，杨姚萍还要上方舱通道班，早
晨 5点半起床，6点 40分到达方舱，
检查进舱人员着装，交接补充物资，

整理消毒医务通道、工勤通道、更衣
室，协助搬运、发放、清点物资等，晚
上 9 点回酒店时，杨姚萍常常累得
直不起腰。“杨总这一周搬的东西比
我二十年搬的还多！”队员和她开玩
笑。

杨姚萍的儿子在上海工作，此
次援护，她没有告诉儿子，她坚信儿
子能理解妈妈。她说：“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愿做医疗队里的一颗小小

‘螺丝钉’，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哪
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三度“逆行”的张洁琼

4 月 12 日，樟树市南丁格尔志
愿服务队队员、第三人民医院淦阳
预防接种门诊部护士长张洁琼，被
紧急调到南昌参与核酸采样工作，
这已是张洁琼的第三次“逆行”战
役。

助力樟树市阁山隔离点、援助
上饶抗疫、再支援南昌，张洁琼说，
这是她应尽的职责。“作为一名护理
工作者和红十字志愿者，从一件件
小事中践行南丁格尔精神和红十字
精神，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年轻，
没什么家庭负担，父母的思想工作
也已经做好了。我有多年工作经
验，我相信自己能行！”说完，她又主
动请缨援助上海，成为了“援沪”预
备队员之一，准备再次“逆行”出征。

“采样快手”吴佳丽

鹰潭市余江区中医院护士、南
丁格尔志愿者吴佳丽是95后，家中
宝宝只有 4 岁，但她还是毅然踏上

驰援南昌的班车。
抵昌后，她克服晕车和疲累等

身体不适，立即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为提高采样效率，她利用休息时间，
主动与同事探讨采样手法，互相练
习试验，将采样速度提升到每个标
本不超过 2 秒钟，同时减轻了采样
中的不适感。

手快心细的吴佳丽，与所有一
线防疫工作者共同为抗击疫情筑起

“铜墙铁壁”。

生命守护者黄雪琴

3 月 19 日，江西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护士长黄雪琴正带领 11 名护
士支援新建区中医院急诊部，帮助
医院缓解疫情严重时期群众看病难
问题。

忽然，不远处有人大声呼救，黄
雪琴飞奔过去，发现一名小男孩因
气道阻塞致面色青紫、吸气困难。
她与现场医护人员立即为小男孩实
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经过紧张抢救，小男孩终于成
功排出堵塞在气道的零食，恢复了
正常呼吸。男孩的家人连声道谢，
疲惫不堪的黄雪琴倍感欣慰。她
说：“超强工作下，每个人都在为生
命战斗，作为一名护士，这是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

目前，江西省已建成南丁格尔
志愿服务队 113支，志愿者 2.7万余
人。他们在赣鄱大地上默默奉献，
用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诠释着
南丁格尔精神和“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

“赣”为人先的“南丁格尔”们
——江西省红十字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群像

5 月 11 日上午，国务院抗震
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国家应急管
理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甘肃张
掖等地举行“应急使命·2022”高
原高寒地区抗震救灾实战化演
习。

甘肃省红十字会选派省红十
字方舟应急救援队、明睿心理援
助志愿服务队共60名队员，作为
社会力量救援队参加本次演习。

张掖、武威、嘉峪关等市红十
字会也分别派出救援队伍，参加
演习活动。 （甘红）

应急使命
高原练兵

本报讯 （闽红）近日，福建省
红十字会机关“‘救’在身边，党员
先行”应急救护系列主题培训活动
拉开帷幕。首场“地震现场救护”
主题培训在省红十字会机关举行，
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在模拟地震灾害发生现场，参
训干部职工对检伤分类、包扎、转
运等应急救护技能进行逐项学习
操作，并结合应急情况处置，组织
了综合演练。

“‘救’在身边，党员先行”应急
救护系列主题培训活动是省红十
字会机关的特色党建品牌，旨在促
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同步推进，提高会机关党员干部职
工自救互救和防灾避险能力。活
动于每月最后一周周末开展，包含
模拟地震、交通事故、台风洪涝、运
动损伤现场救护等8项培训内容，
重点是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再学
习、再训练、再提升。

本报讯 （黔红）5月 9日，贵州
省第三家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医
院授牌暨首例造血干细胞采集仪式
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举行。省红十
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何淑平等出
席活动。

贵州省红十字会自2005年5月
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并实现首
例捐献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供患至上”的原则，不断推动全省捐
献造血干细胞事业的发展。2011
年 5 月 23 日、2014 年 5 月 28 日，贵
州省第一家、第二家非血缘造血干
细胞采集、移植医院相继在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
挂牌成立，填补了贵州省长期以来
没有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
医院的空白。多年来，贵州省共实
现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 328 例、
移植12例。

本报讯（新红）5月9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
师资培训基地落户新疆医科大学
第六附属医院。这是目前自治区
红十字会在新疆建成的第二个应
急救护师资培训基地。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是全疆唯一的骨科专科三甲医院，
拥有丰富的临床应急处置经验，对
于应急救护、创伤救护均已形成了
完备的流程和操作体系。此次在
该院成立应急救护师资培训基地，
是依托该院资源，针对新疆各地州
市的学校、机关、企业、社区和农
村，培训一批热爱公益事业、积极
参与应急救护、懂得专业急救知
识、意外伤害发生时能够快速有效

完成院前急救的师资。
2013年5月，新疆成立了第一

个应急救护师资培训基地，主要承
担科研和教学工作。今年，自治区
红十字会根据进学校、进社区、进
企业等5进活动，将应急救护师资
培训基地的工作重点向实用性、可
操作性方向倾斜，重点加大对学校
应急救护人才的培养。

据悉，今年全疆应急救护师资
培训工作，将由各地教育系统征集
热爱公益事业、愿意积极参与应急
救护工作的人员，报送自治区红十
字会审核后，进入新疆医科大学第
六附属医院应急救护师资培训基
地，预计每年培训 2 期，每期学员
150名，培训时间为一周。

本报讯 （鲁红）近日，山东省
红十字会针对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执行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
病儿童救助项目”，举办一期线上
专题培训班。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金桥出席培训班，各市红十字会、
县（区）红十字会分管领导和项目
救助管理执行人员等近 400 人参
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彩票公益金项目办工作人员
进行专题授课，省红十字会项目
工作人员作典型案例讲解，济南、

济宁、临沂、滨州、菏泽市红十字
会针对项目执行工作作经验交流
发言。

此次培训对进一步提高“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
目”白血病、先心病救助申请、审
核、上报、资助的专业化水平，增强
山东省红十字会系统人道救助特
殊群体的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山东省红十字会系
统救助白血病、先心病患儿共计
925 人次，拨付救助款 2796.5 万
元，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

本报讯 （李伊平）近日，浙江
省红十字会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在
杭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探索金融
与公益慈善的深度合作。省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林斌，浙江
农商联合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小龙出席签约仪式。

双方约定，建立全面、长期和稳
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将金融与公益
帮扶相结合，重点支持红十字事业
发展、农业“双强”等，一起为共同富
裕美好社会建设集智出力。

双方主要在以下方面开展合
作：对低收入农户、困难人群等开展
结对帮扶，特别是助力山区26县跨
越式发展；各级红十字会为农商银

行系统开展公益性应急救护知识普
及和技能培训，联合开展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志愿服务，助
力构建平安工作环境；各级农商银
行系统与红十字会共同构建城乡基
层公益慈善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博
爱+金融”活动，推动“活动联办、服
务联供、阵地联建”，助力打造“群众
身边的红十字会”；结合各地实际，
共同实施公益慈善项目，探索金融
服务与公益慈善的融合创新；加强
场景共建，打造金融赋能智慧慈善
体系。

浙江省红十字系统与农商银行
系统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近
年来有 30 家农商银行与当地红十

字会在扶贫助困、救灾救援、志愿服
务等方面开展各类合作，共同推进
浙江公益慈善和红十字事业发展。
东阳市农商银行多年来累计捐赠资
金 400 余万元，支持东阳市红十字
救援队发展，为红十字救灾救援、助
力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力量；嵊州红
十字会和当地农商行长期合作，在
抗疫、救援、人道救助等方面积累了
不少经验；磐安红十字会在景区救
护站建设、困难家庭孩子助学等方
面与农商银行紧密合作，2019年还
联合推出“丰收爱心贷”项目，助推

“三救”“三献”工作，在当地产生良
好社会反响。

本报讯 （陈妍）5 月 13 日上
午，重庆市红十字会以“树牢政治
机关意识、做到对党忠诚”为主题，
召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专题学习
会，会机关及会属社会组织青年理
论学习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学习。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
年大会、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
重要讲话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等。
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围绕学
习主题，结合红十字工作职能定
位、自身岗位职责和成长经历，从

思想认识、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等
方面谈感受、讲体会、说打算。

会议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思想重视。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结合工作职责和网络学
习平台进行深入学习，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推动工作的不竭动力。二
是责任落实。各学习小组在机关
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小组内
部实行组长负责制，确保学习效
果。三是学以致用。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把学
习成效体现到更好地为困难群众
服务中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李佳宁）5月 12 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
联合有关企业和单位，以视频形式
举办了“关爱生命‘博爱通’行
——红十字博爱周暨防灾减灾主
题活动”。

在“生命教育”环节，备灾救灾
中心贯彻落实总会关于开展生命
教育的工作部署，围绕 2022 年红
十字博爱周的主题，在微信公众号
开辟“防灾减灾知识”专栏，每周更
新一期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相关内
容，向广大群众普及防灾减灾救灾

知识和技能。
在“博爱通”宣传环节，中心播

放了《“博爱通”捐赠人使用指南》
和《“博爱通”管理员使用说明》的
专题视频，向社会公众和基层红十
字会推广使用“博爱通”捐赠管理
系统。

在“志愿服务”环节，中心联合
绕梁音文化、北京联通、北京城建
亚泰等企业及社会心理督导师团
队，分别成立了文化宣传、应急通
讯、应急抢修和心理救援等领域的
4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浙江红会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探索金融与公益慈善深度合作
总会备灾救灾中心举行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

贵州第三家造血干细胞采集医院挂牌

重庆红会召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专题学习会

山东红会举办大病儿童救助线上专题培训班

福建红会开展应急救护主题培训活动

新疆第二个应急救护师资培训基地建成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5月 18日给南京大学的留学
归国青年学者回信，对他们寄予殷
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
以李四光、程开甲等老一辈科学家
为榜样，在海外学成后回国投身科
教事业，在各自岗位上努力报效祖
国、服务人民，取得丰硕成果，我感
到很欣慰。值此南京大学建校
120周年之际，谨向你们并向全校
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你们在信中表

示，生逢伟大时代是人生之幸，留
学归国青年要心系“国家事”、肩扛

“国家责”，这些话讲得很好。希望
同志们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
传统，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
觉追求，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
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在坚定文
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
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学习时间

习近平回信勉励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

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
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