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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福山区开展防灾避险知识竞赛

本报讯 （福红）日前，山东
省烟台市福山区懿荣中学围绕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主题，组织
学生参加 2022 年红十字生命教
育防灾避险知识竞赛，共 600 名
师生参与。

安泰社区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安红）近日，江苏
省泰兴市姚王镇安泰社区在红十
字会救护培训师资的组织下进行
以“增强全民防范风险意识 提高
社会避险救助能力”为主题的应
急救护培训。

平罗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

本报讯 （平红）6月 7日至 8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
罗县红十字会开展高考应急救护
志愿服务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
供各类应急保障服务。

广丰区举办防灾避险知识竞赛

本报讯 （广红）6月 9日，江
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红十字会到贞
白中学组织开展红十字生命教育
防灾避险知识竞赛，1000名学生
参加。

泗县“红十字爱心驿站”助力高考

本报讯 （卢赟）6月 7日至 8
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红十字会
组织60余名志愿者在泗县二中、
三中考点搭建“红十字爱心驿
站”，开展爱心助力高考活动。

太谷区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太红）6 月 11 日，
2022 年山西省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班在
晋中市太谷中学专场开班。

通渭养老护理员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通红）6月10日，甘
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红十字会举办

“救在身边·救护伴行”养老护理
员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

新乡开展“心肺复苏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新红）6月 7日，河
南省新乡市红十字会走进高新区
新一街中学，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活动。

西湖区生命教育宣讲进社区

本报讯（夏舒祎）6月9日至
10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红十
字会开展生命教育宣讲进社区系
列活动。

安康走访残障儿童服务机构

本报讯 （安红）6月 8日，陕
西省安康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残联等走
访安康慈幼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慧恩爱儿康健中心等三家残障儿
童服务机构调研机构运营情况及
存在困难。

杭锦后旗举办志愿者培训会

本报讯 （杭红）6月 9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红十字会、旗妇联、旗委宣传部联
合举办杭锦后旗“陕坝大妈”志愿
服务联盟启动仪式暨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培训会。

利川开展急救知识进校园宣讲

本报讯 （利红）近日，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
红十字会联合市妇联、市民族中
医院走进元堡乡公办幼儿园，开
展急救知识宣讲和技能培训。

武侯区红十字生命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武红）6 月 8 日和
10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十
字会在成都市太平寺西区小学开
展红十字生命教育进校园活动。

获嘉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本报讯 （获红）6月 8日，河
南省新乡市获嘉县红十字会举办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讲座，共50余
人参加。

莱西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 （徐成琳 焦卫晟）6
月 9日至 10日，山东省莱西市红
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活动，共79人参加。

浦口区组织大走访活动

本报讯（何勇）6月10日，江
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红十字会开展
大走访活动，慰问生活困难家庭
20户。

河口区急救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河红）6月10日，山
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走进中海石化有限
公司，60余人参加。

践行“枫桥经验”做群众贴心守护者
——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推进“红十字救在身边”行动侧记

■ 绍红

今年以来，浙江省绍兴市红十
字会秉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基本精
神，践行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坚持为民惠民，努力打
造“救”在群众身边的“枫桥式”三救
（救援、救助、救护）体系，积极助力
健康浙江专项行动，持续推动红十
字组织走进群众、服务群众。

创建“枫桥式”应急救援队伍
着力提升备灾救灾能力

健全“全市一张网”应急救援体
系。初步构建“市县建救援队、乡镇
（街道）建救援小组、村（社区）配救
援员”，建立“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
务”机制，实现服务群众“加速度”。
目前，全市已建救援队7支，建立乡
镇（街道）救援小组6支。

提升队伍专业素养，建立培
训、演练（竞赛）、实战三位一体的
工作机制，现有一线骨干队员 263
名，其中党员骨干队员 100 余名，
二线志愿者 597 名，一线队员救护
员持证率和专业救援技能培训达
到 100%。

坚持“平战结合”，积极组织队
员走进镇街、村（社）广泛开展群众
性防灾宣传、演练、应救护培训等活
动，积极参与社会“平安细胞”建设。

同时，针对绍兴水乡特色，重点

打造绍兴市“一圈一杆一绳”应急救
援项目，在全市重点水域构建 5 分
钟应急救援圈，累计投放防溺水装
备 2150 套，结合数字化导图，已让
256 名溺水者及时得到救援，成为
群众身边的“生命安全守护神”。上
半年，全市开展救灾救援及日常群
众性防灾宣传、演练、应急救护培训
等志愿服务 326 场次，出动队员
2000人次，服务群众73293人次，切
实提升基层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浙江省（绍兴）红十字水上
救援队斩获 2021 年度“最美浙江
人·浙江骄傲”提名人物奖，红十字
救援队员徐益江被评为全省“最美
应急人”。

创建“枫桥式”人道救助项目
着力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探索“数字红会”建设，打造
“绍红捐赠”数字化公益救助应用
场景，与财政、税务、民政、发改、应
急管理局等部门实现多跨协同、数
据互融互通。2021 年，此项目 1.0
版入选浙江省红十字会首批“揭榜
挂帅”项目。今年 5 月上架“浙里
办”，进入省级数字化改革跑道，并
作为“一地创新、全省共享”项目在
全省红十字系统推广。该应用上
线以来，访问量已累计达 26654 人
次 ，线上捐赠资金量达 487549.88
元，救助资金达 1365217.65 元，帮

助困难人群 4551 人次，实现捐赠
救助资金 100% 网上公开，让每一
分善款都“有迹可循”、每一份善意

“心有归处”。
推陈出新，向基层农村倾斜，做

实红十字辨识度的助医、助学、助困
等系列人道救助品牌。持续实施惠
及全市本地及外来建设者的“炉峰
慈联·大病救助”、“护苗行动”未成
年人关爱等项目。持续开展“互联
网+”公益，以“5·8人道公益日”“99
公益日”为活动契机，设立项目 15
个，三级联动发起“互助器材救在身
边”、“为生命救援赋能”、“器官捐献
子女助学”等项目，网络筹资300余
万元。筹得258套互助器材全部送
至村（社区）、学校等基层一线，供群
众应急共享使用。

此外，为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等中心工作，精心设计“来自绍
兴的春节礼包”项目，累计寄送
4043 份至 29 个省、市，为留绍过年
的他乡建设者家人送去绍兴的关
怀，获得市领导批示肯定和社会广
泛好评，进一步扩大红十字公益项
目的影响面、覆盖面，极大提升群众
的知晓度、美誉度。今年上半年，全
市已接受捐赠款物1051.53万元，支
出 1943.81 万 元 ，救 助 困 难 群 众
24297 人次，慰问对象中 90% 以上
来自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

依托红十字基层组织、博爱家

园，设立人道救助服务窗口，受理救
助项目线下咨询、申请、救助等服
务。发挥现有1.46万名注册志愿者
作用，构建“市本级+区、县（市）+乡
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
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将红十字志愿
服务融入人道公益会客厅、博爱家
园、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构建 15
分钟红十字服务圈。围绕“绿色亚
运”，成立应急救援、应急救护、生命
阳光以及高校等 12 支专业化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结合“千百万”服
务，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策划

“博爱同行·文明有礼”系列进基层
宣传服务。上半年，全市累计发动
18197 名注册志愿者，走进基层开
展志愿服务 257 场次，惠及群众
420002人次。

创建“枫桥式”应急救护站（点）
着力提升应急救护能力

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水平推进应
急救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推进红十字全民应急救护能力提升
民生实事工程，加强部门合作，形成
学校、交通领域、机关单位、社区、养
老行业、救援队、企业、亚运相关、网
格员等“1+9”工作体系。通过开展

“救在身边·安全网格”专项行动，充
分发挥网格员来源于基层网格、熟
悉了解身边群众的优势，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和技能，并配备一定的救
护设施设备，第一时间为网格内群
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护措施。截
至 2022年 5月，全市已培训救护员
216299 人次，普及培训 2154156 人
次。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
村文化礼堂、博爱家园等阵地，为
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学习培训场
所。整合已有医疗急救场地、设施
设备和服务场地等，在旅游景区及
博爱家园等具备条件的站点建设
红十字救护站、服务站，配备AED、
急救箱、轮椅、担架等急救设备。
建成鲁迅故里 5A级景区红十字救
护站 1个，新昌大佛寺等 4A级景区
红十字救护站 4个，3A级及村级景
区救护站 14 个。加强红十字救护
站或服务站人员值守管理，常态化
提供服务，打造“‘救’在身边”平安
保护网。

创新应急救护培训机制。建立
名师工作室，打造名师精品课程，并
向基层推广。鼓励支持有资质的社
会组织等参与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培训，探索“教考分离”改革，逐步推
进应急救护培训社会化。推进数字
化改革，开发应急救护多跨场景应
用，迭代升级 AED 数字化应用平
台，建立应急救护联动响应机制，提
高现场救护能力。

守护夕阳
6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夏集镇红十字会联合镇社会事业局、

镇卫生院开展全镇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让老年人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图为红十字志愿者帮助参加体检的
老年人。 （许梅）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红十字会多措并举助推志愿服务

满城“志愿红”携手抗疫情
本报讯 （张加水）近日，山东

省济南市济阳区红十字会以“生命
教育”为主题，大力弘扬“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充分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广大红十字志
愿者搭建舞台，多点开花助力疫情
防控工作。

高举红十字旗帜招募志愿者。
济阳区红十字会通过微信群等方
式，搭建志愿者沟通、交流、协作平
台，积极招募志愿者，全力以赴共同
抗疫。3月5日以来，累计招募红十
字志愿者 120 名，全部在中国红十
字志愿者管理系统实名注册，55人
加入济阳红十字烈焰应急救援队。
建立和完善志愿者服务工作流程，
实现了群内通知、二维码组队、现场
打卡报到、活动统一安排、结束统一
记录时长等快速灵活的活动机制，
为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搭建了信息
平台。

积极为志愿者做好技能培训
和后勤服务。红十字会机关利用
自身优势为烈焰救援队全体队员
进行了初级救护员培训，22名骨干
队员全部通过考核取得证书。利
用队内医务人员专业力量，在活动
中指导志愿者做好自我防护，在社
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时面向群众
宣讲疫情防控知识。红十字会机

关还在办公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
下努力为志愿者服务，为所用参加
活动的志愿者配发红十字马甲，为
烈焰救援队队员配发救援服和少
量防护服、口罩等，为队员统一活
动提供方便。在志愿者协助社区
开展核酸检测被封控在馨阳嘉园
小区以后，机关党组书记及时通过
微信群向被封控志愿者喊话，安慰
情绪，帮助解决困难，体现了党的
关怀和红十字会是志愿者娘家人、
红十字志愿者是一家人的良好氛
围。

做好活动引导和宣传表彰。通
过活动立项审批、疫情防控形势宣
讲等方式，规范和引导志愿者服务
活动，使红十字志愿者服务活动紧
紧围绕在党的路线方针和工作要求
之下，在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过
程中遵守疫情防控政策，服从大局、
服从社区工作安排，做到帮忙不添
乱、服务到位不越位。

积极做好志愿活动的宣传工
作。上半年以来累计编发文稿 50
余篇，把志愿者们的感人事迹及时
通过美篇、微信公众号等形式记录
下来、传播出去、吸引更多的志愿者
参与红十字生命教育志愿服务行
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志愿服务
共克时艰的人间大爱，感受“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 5.8
国际红十字日期间，红十字会机关
还开展了红十字志愿者星级评定和
疫情防控优秀红十字志愿者评选活
动，在广大志愿者中起到了良好的
激励作用。

截至目前，红十字烈焰应急
救援队先后主动参与了菅家社
区、龙域天城、融创府等 13 处采样
点多次全民核酸检测工作，累计
投入志愿者 520 人次，志愿服务时
长 3320 小时。参与仁风、回河街
道派出所疫情防控信息流调、电
话随访等志愿服务超过 300 小时，
连续多日在仁风派出所志愿服务
的史宗财被戏称为“干过正式工
的志愿者”。助力区内中小学校
复课，为竞业园、创新中学、实验
幼儿园等 20 所学校开展环境消杀
超 20 万平方米。疫情防控中，还
发生了志愿者为滞留在仁风境内
的货车司机免费供应午饭等感人
事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
区委宣传部在“文明实践志愿红，
闪耀防控疫线”专题报道中，连续
宣传 8 名红十字志愿者，有两名志
愿者被推荐提名评选济南市身边
好人，2 人被区委组织部、团区委
联合通报表扬。

迅速响应，及时搜救
江西抚州南城县红十字救援队开展“跟我回家”志愿服务

本报讯 （南红）今年以来，江
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救援
队围绕群众所盼、所求，精准开展

“跟我回家”志愿服务活动。截至
目前，救援队已成功寻找走失人员
27起。

6 月 10 日，南城县红十字救援
队接到求助电话，一名初二学生与
家人吵架后离家，数小时未归。接
到求助后，救援队第一时间通过各
种渠道扩散寻人信息，并立即组织
队员分组边调监控边出队寻找。通
过监控发现该生走往学校旁边王府
里盱江河一带，经过几小时搜寻，中
午 12时许，终于在王府里 2公里处
发现该学生。在队员们的耐心劝导
下，孩子情绪逐渐稳定，并将孩子送
回到家中。

6 月 13 日，救援队接到群众的
紧急求助，称家中有老人迷路。救
援队迅速组织6名队员出队前往事
发地帮助老人，同时转发朋友圈寻
人，经过多方询问，终于在 11时 20
分把迷路老人安全送到家，并对其
家人宣传了预防老人走失的几种方
法。

同日清晨 6 时，救援队还接到
119 转警，称由于上游暴雨江水暴
涨，有群众的11只黄牛在江边面临
被冲走的危险，请求抢险。接警后，
救援队迅速组织防汛突击队员出
队，携带两艘橡皮艇到达现场展开
营救。经过一个小时的救援，终于
把江中的两只黄牛平安牵上了岸，
其它九只被困黄牛也转移到了安全
地带。

山东济南章丘区推出预防溺水生命安全教育广播课

急救培训走进云上课堂，生命教育插上网络翅膀
本报讯 （张燕）6月 9日，山东

省济南市章丘区红十字会携手山东
经济广播频道 FM98.6《财经第一
线》头条解读栏目，在 7时 30分至 8
时整之间的早高峰时段，推出预防
溺水生命安全教育课程。

在 15分钟的节目时间内，红十
字应急救护师资与主持人就中小学
生如何预防溺水、溺水后如何自救
互救，如何避免生命急救中的误区
进行了交流和互动。课程在山东广
播经济频道、闪电新闻、喜马拉雅及
各在线广播 APP 同步直播。滚滚
车流中，网络平台上，10 万听众通
过电波学习急救知识，一辆辆私家
车变身急救课堂，上学路上的孩子

们和父母一起，上了一堂生动的红
十字生命安全教育课程。

这不是章丘区红十字会第一
次借助“云上课堂”的力量开展红
十字生命教育。今年 5 月 21 日上
午 10 时，在山东广播电视总台齐
鲁频道推出的“云上思政课”之《防
溺水主题班会》，章丘区红十字会
急救师资团队就分两个直播现场，
以直播互动的方式与全省的中学
小生共同分享预防溺水伤害急救
知识。这场直播分别在齐鲁 V 直
播、闪电新闻、新浪微博、今日头条
首页推荐，并在大屏端齐鲁频道

《每日新闻》进行了播报，点击量达
到 615万次。

浙江龙泉设立“博爱药房”和“博爱诊所”
本报讯（李廖珍）6月13日，浙

江省龙泉市红十字会在5家药房设
立“博爱药房”，在2家诊所设立“博
爱诊所”。上午，龙泉市红十字会和
药房代表在会议室进行签约仪式，
并到药房和诊所进行授牌。

根据双方协议约定，龙泉市红
十字会所有会员凭会员证或“数字

红会”系统登记信息在博爱药房门
店和博爱诊所消费时享有VIP会员
待遇，购买非特价产品时可享 9 折
优惠，诊所就诊时诊疗费、检查费可
享 8 折优惠，化验费及非特价药品
可享9折优惠，可定期免费测血糖；
博爱药房和博爱诊所每年组织相关
的公益活动。

湖南常德走访慰问受灾困难群众
本报讯 （常红）6 月 14 日上

午，湖南省常德市红十字会专职副
会长姜建龙和桃源县副县长、县红
十字会会长翦影一行到桃源县西
安镇薛家冲村，为遭受洪灾的困难
群众送去救灾物资（家庭包、棉被）
和救助金，鼓励他们不畏困难，重

建家园。
每到一户，慰问组一行都与困

难群众面对面交谈、心贴心交流，细
致了解他们的受灾情况、家庭情况
和健康状况等，倾听他们的所需、所
忧、所盼，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共渡
难关。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