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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我为群众办实事

高邑助力学生视力监测工作

本报讯 （高红）日前，河北
省石家庄市高邑县红十字会联合
教育部门在全县中小学校中开展
2022年春季学期视力监测工作。

惠州关爱残疾人群体

本报讯 （惠红）日前，广东
省惠州市红十字会向惠州仲恺
心星园残疾人康复中心捐赠 50
份爱心物资，用于关爱残疾人群
体。

南城开展救护员培训进农村活动

本报讯 （余琳娜）近日，江
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委宣传部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
训进农村活动，万坊镇、建昌干部
群众以及各村（居）社区居民共计
110余人参加。

金牛区应急救护培训进学校

本报讯（金红）5月16日，四
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金
牛区教师管理中心在锦西小学联
合主办红十字“救”在身边活动，
800余名师生参加。

泗县开展大病患儿筛查行动

本报讯 （王以臻 卢赟）5
月13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红十
字会联合县乡村振兴局、县教育
体育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民
政局、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女
联合会等 7 家单位发出通知，在
全县范围内启动先天性心脏病、
白血病患儿筛查行动。

蒙阴救护员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蒙红）5月16日，山
东省临沂市蒙阴县红十字会、蒙
阴县文化和旅游服务中心联合举
办“蒙阴县旅游从业人员救护员
培训班”，全县20余家旅游企业、
景区、民宿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
等40余人参加。

南充应急救护培训进党校

本报讯（南红）5月12日，四
川省南充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
资为南充市委党校 40 余名正科
级领导干部做“关爱生命‘救’在
身边”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武城开展青少年生命教育活动

本报讯（武红）5月15日，山
东省德州市武城县红十字会与共
筑共建单位广运街道张庄社区，
联合对辖区青少年开展“生命教
育”活动。

江北区为亚运会培训志愿者

本报讯 （宁红）日前，浙江
省宁波市江北区红十字会为 400
余名宁波大学第 19 届亚运会预
录用志愿者开展为期2天的救护
员培训。

濂溪区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季群）5月16日，江
西省九江市濂溪区红十字会、教
体局、妇联、团委共同组织开展
2022 年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
活动。

泸西肢残患者穿上“免费致富腿”

本报讯 （泸红）5 月 16 日，
云南省红十字会假肢合作项目办
公室携带前期定模取型制作的假
肢，到泸西县为23名肢残患者进
行试穿。

泰州应急救护培训进银行

本报讯（泰红）5月14日，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会走进江苏银
行泰州分行，开展CPR+AED培
训，20余名骨干员工参加。

盐城开展亲子共学急救活动

本报讯 （李志国）5 月 14
日，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盐城
市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
开展以“我陪父母学急救”为主题
的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吸引众多
学生及家长参与。

利川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

本报讯（利红）5月16日，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
市委办公室邀请市红十字会走进
市委办公室“夜学”课堂，为全体
干部职工进行应急救护培训，普
及“救命”常识和急救技能。

献县成立心理关怀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献红）5月10日，河
北省沧州市献县红十字心理关怀
志愿服务大队正式成立。

会宁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杨占龙）5 月 14 日
至15日，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
十字会举办 2022 年首期“线上+
线下”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

■ 汪德琪 伍思源

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
红十字会、县教育体育局积极争取
党政支持，高位推动，采取设立专项
基金的办法，筹集社会爱心捐赠资
金 3000余万元，有效推动当地教育
事业发展。

破解依法规范难题，推动设立
专项基金

2019年底，富源县教体局相关
负责人到县红十字会，就落实县委、
政府加强教育行业激励及救助机制
建设开展专题协商研讨。鉴于省级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停批教育发展基
金，而县教体局直接设立基金又难
于规范管理的问题，县红十字会向
教体局领导介绍了红十字会组织性
质及专项基金运作方式。

双方达成的合作意向，在县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得到高
位推动和迅速落实：成立了县政府

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
长，县教育体育、县财政、县税务、县
审计、县红十字会等部门组成的专
项基金领导小组，负责基金的审核、
管理、使用和监督。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在县教体局，专项基金在县
红十字会设立捐赠专户，资金主要
来源于政府资助和社会各界捐赠。

2020 年 1 月 4 日，富源县举办
“德耀胜境·大爱无疆”筹资晚会暨
教育发展基金启动仪式，推介专项
基金。县领导倡导并出席启动仪式
的信息，一时间在社会各界迅速传
递。当年，县政府注资839万元，当
地 40 家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 1000
余万元，专项基金首次筹款 1850余
万元。

破解公开透明难题，推动资金
筹集与规范管理

为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县红
十字会在人道救助服务能力建设上
狠下一番功夫，实现了社会募捐涉

法“三项”资格全覆盖，擦亮了人道
救助品牌。获得了“慈善中国”备案
号，对疫情防控社会募捐项目方案
等备案信息作了发布。完成了税务
登记，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得到省财政厅 2020 年度、2021—
2023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确认，为捐赠企业和个人办理所
得税抵扣。2021年，富源县红十字
会筹资能力已跃居曲靖市县级红会
第二，其中支持乡村振兴和教育事
业发展的捐赠资金已占九成。

为进一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参
与，县红十字会联合县教体局利用

“红十字博爱周”、儿童节、教师节等
契机，广泛开展宣传筹资活动，争取
社会各界的支持。2021、2022 两
年，又有一批企业和爱心人士向专
项基金捐款共1170万余元。

资金筹集，只是一个前提。要
管得规范，用得合理，公开透明，阳
光运行，才能良性发展。富源县出
台《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办法（试

行）》，构建起“奖勤奖优”的教育激
励机制和“扶弱助困”的人道救助机
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由县教体局研究学校考核方案、优
秀教师评选方案、困难优秀学生救
助方案，草拟用款计划。县政府召
开专题会议，组织审议修订并通过
后，交由县红十字会复核并兑现奖
励及救助资金。县红十字会还通过
省红十字会、“曲靖 M”APP、县纪
委、县政府等官方网站对专项基金
的接受捐赠、管理使用及审计情况
进行公示公开。

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推动教
育提速提质

富源县针对经济正处在爬坡回
暖期的实际困难，坚定“再难不能难
教育”的理念，持续推动“人民教育
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共识，
聚集社会力量，持续强化教育发展
基金建设，推动“教育强县”建设步
伐。

三年来，富源县教育发展基金
已发放使用 2695万元，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其中，奖励“三名教
师”626人次、教育教学成绩突出学
校 73 校次，困难优秀学子 4 名。
2019年，1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实
现富源县本土培养学生清华、北大

“零”突破。2021 年，2 人被清华录
取，1人被北大录取，本科上线率高
出全省11.75个百分点。

为进一步打造弘扬正能量、汇
聚爱心资源的慈善平台，富源县加
大了工作力度。2022年4月，县委、
县政府以省红十字会大调研为契
机，专题听取县红十字会工作汇报，
研究红十字会换届工作及人事方
案，推动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提
高人道资源动员能力。由县红十字
会配合县教体局修改完善了专项基
金配套实施细则，提高奖励及资助
标准，加强跟踪问效管理，确保专项
基金使用中“奖得准”，教育工作者

“成绩实”，推进教育提速提质发展。

汇聚人道力量 助推教育发展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教育发展专项基金建设侧记

陕西 西安市灞桥区应急管
理局联合区红十字会

在洪庆街道火箭军社区进行防灾避
险宣传，应急设施设备使用演示和
应急救护演练。莲湖区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红十字会派遣志愿者参加
活动，通过健康义诊、逃生演练、发
放宣传单等形式在群众中传播防灾
避险理念和知识；区红十字会在宫
园壹号社区开展生命教育进社区活
动，主要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踩
踏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避险知识，提
高群众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
力；在郝家巷小学开展防灾避险知
识竞赛，2545名学生和家长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答题，共
同学习掌握突发灾害时的紧急避险
方法。蓝田县红十字会走进北关小
学开展“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
园”主题宣传活动。新城区红十字
会利用 LED 屏、宣传栏、会议室多
媒体播放“生命教育，人道伴行”系
列标语及视频宣传片，发放《急救手
册》《自救互救与避险逃生指南》等
宣传资料，深入学校开展防灾减灾
宣传教育，组织各红十字示范校
5000 名学生进行防灾减灾知识竞
赛答题。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开
展红十字博爱周活动暨防灾减灾疏
散演练。长安区红十字会在西安培
华学院开展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
美好家园；减灾知识进校园，家庭社
会更安全”为主题的防灾减灾宣传
活动。学校共近100人参加本次活
动。

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在苏坊
镇街道开展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
美好家园”为主题的“5·12”全国防
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折页
360 余份，宣传袋 100 余个，受益群
众达100余人。

江苏 靖江市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在孤山开展地震

诱发山体滑坡灾害应急救援演练活
动。

浙江 温州市鹿城区红十字
会 联 合 区 应 急 管 理

局、滨江街道等在温州市第二实验
中学开展自救互救安全劳动技能操
作比赛。洞头区红十字会为今年新
增 AED 设置点开办救护员专场培
训班，32 名人员参加培训，并通过
理论和实操考核获得《红十字救护
员证》。

余姚市红十字会协同市减灾
委、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在城区玉
皇山公园联合开展防灾减灾日宣教
活动。

四川 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
会组织辖区各学校红

十字会以演练和培训等方式开展防
灾减灾系列活动：成都职业技术学
校红十字会开展防灾减灾日专场应
急救护培训，75名红十字青少年和
全校教职工参加，达到全校教师持
证培训全覆盖；成华小学校红十字
会组织开展地震紧急疏散演练，全
校 130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熊猫路
小学校红十字会开展针对 1200 余
名教职员工及同学的地震疏散演
练；二仙桥学校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地震、溺水为主题的减防灾演练活
动，全校 1700余名同学和教职工参

与。金堂县红十字会、县教育局联
合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试点学校淮口
五星学校开展防震演练活动，该校
1551 名教职工参与演练；此外，金
堂县组织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试点校
等县内多所学校万余名中小学生开
展红十字生命教育防灾避险知识竞
赛。

广元市苍溪县聚爱救援协会、
县红十字救援大队举行以“减轻灾
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的
2022 年“5·12”防灾减灾日宣传暨
防汛救灾应急演练。

内蒙古 兴安盟红十字会
组织开展红十字

生命教育、防灾减灾、民族政策宣传
活动，通过张贴宣传海报、设置咨询
台、发放《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
献》《救护指南》《红十字应急救护知
识宣传手册》《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条例》《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应知应会知识》等宣传材
料，全方位地深入宣传红十字生命
教育、防灾减灾相关知识和党的民
族理论政策。

赤峰市敖汉旗红十字会、旗安
监局、旗科协、旗消防救援大队联合
开展“5·12”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
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灾
减灾、急救知识等宣传资料；红十字
志愿者现场为居民群众演示心肺复
苏术，手把手教授居民掌握心肺复
苏技心肺复苏技能培训；开展无偿
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

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开展以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为
主题的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系列宣传活动：走进企业、机关、社
区，为市公安局监所看护管理支队、
建设银行呼伦贝尔分行、内蒙古国
华呼伦贝尔发电有限公司、正阳办
事处的165名干部群众开展应急救
护知识讲座；组织呼伦贝尔职业技
术学院经济管理系300名学生开展
2022年“红十字生命教育防灾避险

知识竞赛”答题活动，通过下载《中
国红十字报》APP以线上答题形式
宣传普及红十字生命教育及防灾减
灾知识；在市科技馆、河东党政综合
楼、海拉尔区伊仕丹、华汇及龙凤新
天地购物广场等地电子屏循环播放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宣
传标语；在微信公众号发布防灾减
灾知识文章 3 篇；深入正阳办事处
发放防灾减灾、应急救护知识宣传
册 50 余份，积极营造节日宣传氛
围。

河北 石家庄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人防办、省军区

石家庄第一干休所开展“红十字博
爱周”暨“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应
急救护培训师资进行心肺复苏、海
姆立克急救法以及 AED 用法的演
示，干休所官兵和院内居民在救护
师资的指导下有序进行心肺复苏实
操，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册，
发放宣传品 1000 余份。鹿泉区红
十字志愿服务分队组织开展“减轻
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防灾减灾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发放红十字基
本知识、应急救护手册、防灾减灾折
页、“三献”等各类宣传资料 500 余
份，接待群众咨询300余人次。

江西 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
会积极参加“减轻灾

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宣传宣教活
动，县红十字会救援队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摆放宣传展板、开展应急救
护等避险救护技能展示，为参与活
动其它单位职工以及在场群众，通
过模拟人进行心肺复苏知识讲解和
实操演示，展示各类救援设备，引导
大家加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自救
互救技能。

上饶市铅山县红十字会在稼轩
乡小学举办“5·12”防灾减灾日科普
宣传活动，红十字讲师从应急救护
的角度讲解在地震、火灾等突发情
况下的自救互救知识，提高学生在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能力。

吉安市永丰县红十字会联合县
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走进藤田镇开
展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设置
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
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现场群众普
及各类灾害防范常识和应急救护知
识。

山东 东营市河口区红十字
会联合湖滨新区幼儿

园开展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防震应
急疏散演练活动。

湖北 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
治县仁和坪镇卫生院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赴杨柳池村茶
园小区，参加全镇防灾减灾应急演
练活动，并在现场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

新疆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各级红十字会开展形

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应急
救护培训、知识竞赛等活动，发放宣
传单 2000 余份。精河县红十字会
在精河县初级中学举办全国防灾减
灾日知识竞赛活动，学生通过答题
的方式，学习防灾减灾相关知识，
200名学生参加。阿拉山口市红十
字会联合市人民医院、疾控中心医
护人员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和应
急救护培训活动，制作摆放全国防
灾减灾日宣传展板，大力宣传“守护
生命十大法则”“心肺复苏和创伤救
护四大技术”等防灾减灾知识和应
急救护技能，利用模拟人演示心肺
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流程。
温泉县红十字会开展防灾减灾知识
宣传活动，进行防灾减灾知识咨询
答疑，设置防灾减灾宣传图展板，发
放逃生避险宣传资料，并为过往群
众普及应急救护、造血干细胞捐献、
无偿献血等知识。

克拉玛依市红十字会开展消
防应急演练，举办防灾减灾知识讲
座，举办“生命的抱抱 海姆立克急
救法”科普知识讲座，在克拉玛依
市风云幼儿园和克拉玛依市第十

一小学开展“防止拥挤踩踏，提升
自救能力”安全知识实操演练活
动。阿合奇县红十字会联合阿合
奇县卫健委、人民医院开展防灾减
灾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单 1500 份，
举办 3 场应急救护培训活动，586
人参加培训。托里县红十字会在
托里县主街道开展全国防灾减灾
日主题宣传活动。

辽宁 葫芦岛市南票区减灾
委员会办公室和红十

字会共同开展主题为“减轻灾害风
险，守护美好家园”的防灾减灾活
动，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宣传环
保袋和口罩200余份。

山西 山西省红十字稷山志
愿服务队在泽强苑社

区内通过发放防灾减灾宣传手册、
社区科普安全知识等宣传彩页，向
过往群众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和应及
避难技能，帮助居民群众掌握防震、
避震、自救、互救的知识技能，增强
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以及应急逃生
的相关知识。

福建 漳州市云霄县红十字
会联合县减灾委各成

员单位在云霄县人民公园开展
2022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现场咨询
活动。围绕“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
好家园”的防灾日主题，县红十字会
通过现场咨询、分发宣传品等形式
普及急救知识，增强群众应对灾害
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贵州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
治县红十字会举办应

急救护培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为
官舟镇和舟社区 50 余名社区居民
以及沿河恒泰源服装有限公司的工
人开展应急救护和防灾减灾培训。

湖南 益阳市红十字会积极
组织开展进学校、进

社区、进企业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联合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益安应
急救援队在高新玉潭学校开展“救
在身边+生命教育”为主题的防灾
减灾宣传暨安全教育体验和应急疏
散演练，学校师生 1640 人参加；联
合资阳区红十字会、益阳医专附属
医院、市卫生应急办赴资阳区大码
头街道三益街社区，开展防灾减灾
进社区科普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
料 600 余份以及创口贴、藿香正气
水等部分常用药物，并向社区赠送
口罩等防疫物资；联合奥士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举办“救在身边、生命
教育”2022年第1期救护员培训班。
赫山区红十字会围绕“减轻灾害风
险，守护美好家园”主题，在佳宁娜
广场、益阳市卫校职业技术学校和
新安社区3个地方开展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设立咨询台和宣传台6个，
发放宣传资料 1200 余份。资阳区
红十字会在大码头鹅羊池广场、三
益街社区、大码头新兴街社区开展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减轻灾害风
险 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通过挂横幅、摆展板、打出电子
显示标语等形式进机关、进社区、进
医院、进学校。

云南 水富市红十字会结合
开展“生命教育，人道

伴行”纪念第75个“世界红十字日”
活动，组织开展防汛减灾应急演练。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二）

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会携手市第一小学范公路分校，开展“救在身边·校园守护”暨“5·12”防灾减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