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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广丰区及时发放抗洪救灾物资
本报讯（余莉）6月21日，江

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红十字会及时
将 100 个赈济家庭箱、59 床棉被
等救灾物资送往受灾乡镇。

溧水区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葛润苏）6月10日，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受
邀为艾地盟动物保健及营养（南
京）有限公司30余名干部职工开
展救护培训。

盐城应急救护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李志国）6月13日，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分别在市
美术馆、江苏悦达起亚汽车有限
公司为 145名员工开展应急救护
培训。

格尔木开展救护员专项培训
本报讯 （格红）近日，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
市消防救援支队邀请市红十字会
专业医疗人员开展为期 16 课时
的救护员专项培训。

宾川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宾红）6月10日，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红十
字会救护员培训班应邀走进工会
活动，为参加活动的7家企业、共
111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海拉尔区开展救护培训
本报讯（海红）6月10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红十字会联合海拉尔区消防救援
大队共同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技能
培训，20余人参训。

黄山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李松筠）近日，安

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会走进
东黄山民兵训练基地，举办 2022
年第一期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
全区120名民兵参加。

南丰救护员培训进机关
本报讯（袁荣生）6月10日，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组
织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县政
府45名机关干部职工参加。

宝应举办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班
本报讯（何红春）6月10日，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红十字会、
城管局联合举办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班，30余名近年来新招录的城
管队员参加。

金东区举办健康知识大奖赛
本报讯（金红）6月11日，浙

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红十字会联合
区爱办、区健康办、区卫健局等多
部门举办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暨金
东区健康知识大奖赛。

白银应急救护培训进消防
本报讯（白红）6月10日，甘

肃省白银市红十字会为全市消防
救援人员开展救护员培训。

金堂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金红）6 月 18 日至

19日，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红十
字会为铁跑者运动俱乐部和水城
救援队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尉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本报讯（尉红）6月16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尉犁县开展以安全生产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县红十字会参加。

洛阳启动“红会送医计划”活动
本报讯 （洛红）6 月 16 日，

2022年河南省洛阳市“红会送医
计划”活动启动仪式在偃师区府
店镇卫生院举行。

张家港救援队护航彩虹跑
本报讯（孙雯）6月12日，江

苏省张家港市红十字救援队为新
康葩幼儿园“与你童在 潮酷亲子
彩虹跑”活动提供安全应急保障。

垦利区急救培训进水利系统
本报讯（垦红）6月15日，山

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红十字会走进
区水利局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蒲江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宣传
本报讯（蒲红）6月16日，四

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积极
参与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
咨询日活动。

泉港区开展水上救援演练
本报讯（邱淑钦）6月15日，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红十字星空
应急救援队应邀参加中交三航局
肖厝港泊位项目部 2022 年度安
全生产月防溺水应急演练。

紧急部署，闻“汛”而动
广东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开展防洪救灾行动

本报讯 （粤红）近日，受连日
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
江、北江、韩江先后发生超警戒洪
水，防汛形势十分严峻。6月21日，
广东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Ⅱ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Ⅰ级，全省各级红十字
会迅速动员，全面投入防洪救灾工
作。

6 月 22 日，广东省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史先东主持召
开防汛Ⅰ级应急响应专题会，研究
落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会议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对防汛救灾工
作的总部署总要求，主动作为，勇
于担当，积极发挥红十字优势，坚
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按照省红十字会参与三
防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响应措施，切
实做到全员参与、明确职责、科学

应对、广泛动员。要重点落实深入
基层了解灾情掌握需求，筹备款物
援助受灾群众，整合救援力量随时
待命，动员会员、志愿者参与受灾
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工作；要做好灾
害评估，通过总会灾害管理系统上
报灾害信息、申请救助；要加强值
班值守和督导督查，全力以赴把防
汛救灾措施落细落实。

自入汛以来，全省各级红十字
会在地方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积极
投身于防汛一线，并广泛动员红十
字会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防汛
救灾贡献红十字力量，其中省红十
字会发送救灾家庭包 1800个，价值
约 60 万元，市级红十字会发送大
米、矿泉水、蚊帐、夏凉被等物资价
值约50万元。

根据受灾地区群众物资需求，
省红十字会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向
省三防指挥部上报信息，并分别于

6月 15日、6月 17日、6月 20日三次
紧急调运在库储备的救灾家庭包
1800 个，用于支援韶关、河源市开
展救灾救援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工作。该批家庭包总价值约 60 万
元，主要包括毛巾被、防潮垫、蚊
帐、餐具、衣物、水桶等生活必需
品，及时为受灾群众提供援助，送
去温暖。

6 月以来，韶关连续遭遇强降
雨，9个县市区78个乡镇受灾，省红
十字会及时向韶关调拨 1000 个救
灾家庭包，韶关市红十字向始兴、新
丰、翁源下拨 500 份大米和夏凉被
等价值37.16万元的救灾物资，并开
展相关救助慰问工作，为受灾群众
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6 月 19 日，始兴县红十字会迅
速组织 15 名水上救援队队员到司
前镇开展洪灾受困群众转移工作。

自进入汛期以来，河源市及各

县（区）红十字会密切关注降雨形
势，及时对接应急部门，动员社会
爱心群体捐赠救灾物资。6 月 17
日，省红十字会紧急调拨了暂存在
河源市红十字会备灾仓库的 300
个赈济家庭包，6 月 20 日，省红十
字会再发送第二批 500 个赈济家
庭包，河源市红十字会联同连平县
红十字会、龙川县红十字会、和平
县红十字会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
深入受灾严重的乡镇，将救灾物资
及时交付给当地政府，发放到受灾
群众的手中，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困
难、渡过难关。

6 月 14 日，连平县红十字会收
到一批来自广东明珠集团矿业有限
公司的爱心抗洪物资（300 箱矿泉
水），县红十字会收到物资后，第一
时间向陂头、上坪受灾地区各捐
150 箱，为受灾群众提供了洁净的
饮用水。

清远市多地遭受洪涝灾害。6
月21日下午，清远市红十字会紧急
筹集价值 5 万余元的矿泉水、快食
面、棉被、毛巾被、蚊帐等物资，由常
务副会长胡兴桂带队，送往受灾严
重的清城区飞来峡镇，及时发放至
安置点灾民手中。

清远市红十字退役军人户外救
援志愿服务队，30余名队员分为两
批，由清远市直武装部统筹安排参
加抗洪抢险救灾。

梅州市大埔县受灾严重，部分
乡镇被淹，梅州市红十字会紧急驰
援，送去救灾物资。16 日上午，市
红十字会紧急召集赈济救援队队
员，第一时间拨付 30 顶救灾帐篷、
120箱救灾家庭包运往大埔县红十
字会，支持开展抗洪救灾工作。县
红十字会闻“汛”而动，快速把帐篷、
家庭救灾包等物资送到灾民安置
点。

留下美好
近日，陕西省铜川市暖阳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先后到新区上楼村、印台

区三合村、耀州区柳林村、王益区文明塬村、宜君县马前尧村等8个村子
开展“情系夕阳 留下美好时光”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为75
岁以上老人免费拍照并赠送相片及相框，定格最美“夕阳红”。

（姚晓龙）

建设博爱家园 共享幸福社区
——江苏南京江宁区江宁街道新铜社区创建博爱家园工作侧记

■ 新红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江宁街道新铜社区在江宁区红十字
会的指导帮助下，积极创建“红十字
博爱家园”，通过在社区开展应急救
护、人道救助、养老照护、志愿服务
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
活动，让红十字基层组织更深入地
参与社区治理、服务社区群众、助力
社区发展。

党建引领博爱家园建设

4 月 26 日，新铜社区召开新一
期“博爱家园”建设专题会议，会议
制定了 2022 年二季度至四季度博
爱家园建设的总体框架和每月一期
的活动主题，活动包括 5 月防震减
灾知识培训活动、6 月庆六一主题
活动、7 月“快乐暑假”青少年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等。

“倡导红十字理念 ,弘扬红十
字精神 ,培育红十字文化”是新铜
社区创建博爱家园的总体目标，
2012 年，社区在江宁区红十字会、
江宁街道红十字会的指导下，精
心打造了新铜社区红十字博爱家
园。

为深入推进博爱家园建设，社
区坚持党建引领，以社区党委书记
张兴明为会长，分管责任人具体负
责，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队伍，统筹
推进工作。此外，社区还积极招募
和吸纳红十字的志愿服务资源，定
期开展红十字特色的防灾减灾、应
急救护、逃生避险、自救互救、健康
卫生等活动，充分发挥红十字组织
宣传、交流学习、普及传播等基层窗
口作用。

截至目前，社区已打造多个博
爱家园活动阵地，主要有红十字宣
传楼道、应急救护培训室、博爱超
市、博爱书屋、生命安全VR体验馆
等。

精心打造为民服务阵地

今年的五一假期，社区组织辖
区少儿和家长参与阅读和应急救护
知识培训。第一个为孩子报名的赵
女士说：“社区开展这类安全活动很
有意义，通过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掌
握逃生技能，学会自护自救方法。
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收获着快乐，同
时也获取了知识。”

近年来，新铜社区不断整合社
区资源，精心打造为民服务阵地。
一座面积达120平方米的残疾人康
复站在社区拨地而起，馆内设立了
康复室、心理疏导室、棋牌室、聊天
室以及休息室等休闲活动场所，成
为社区老人、残疾人以及儿童经常
打卡的“网红地”。此外，社区还设
置了红十字爱心服务阵地、红十字
救护培训阵地等，满足不同群众需
求。

除了场馆打造，社区还积极创
建社区红十文化宣传阵地，充分利
用社区宣传栏、电子屏、文化走廊、
小区健身步道、文化书屋等载体，
进行定期宣传，将红十字文化传播
和居民社会道德建设融入其中，潜
移默化营造良好的红十字宣传氛
围。

“救”在身边的幸福社区

4 月 28 日，新铜社区博爱家园
联合街道安监科、滨江消防中队、南
京曙光救援队组织辖区内九小场

所、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动员大会，向社区居民
普及消防救援、逃生、应急救护等方
面知识。

自建设博爱家园以来，社区结
合重大主题和重要节点，积极开展
系列特色活动，打造“救”在身边的
幸福社区。结合防灾减灾主题，社
区邀请区红十字会专业师资利用防
灾减灾基础设施和应急救护培训教
室，给辖区居民普及防灾减灾、自救
互救、逃生避险等知识；针对夏日高
温，社区专门组织防暑知识急救培
训；针对气道异物梗阻等易发突发
状况，社区请来区红十字会专业急
救培训师资传授海姆立克急救法
……

在此基础上，新铜社区博爱家
园每年组织开展10余场公益活动，
构建红十字博爱助老助弱服务体
系；组织开展“爱心助学”等慈善公
益活动11次，累计捐资助学金额68
万元，帮助 252 人次困难家庭学生
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完成大中小
学学业。

随着红十字活动不断深入地开
展，新铜居民在防灾减灾、自救互
救、逃生避险等方面有了基本了解
与应急措施，进一步加深了对“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了
解。

今后，新铜社区博爱家园将继
续加大对红十字工作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居民熟悉“博爱家园”；针
对社区空巢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
提供更多公益服务，将红十字精神
不断渗透到居民身边，让红十字精
神家喻户晓。

浙江温州洞头区红会为船员开设专场救护培训

让每艘渔船上都有一名红十字救护员
本报讯 （陈诗怡）“船员突发

心脏骤停该如何施救？”“舱内缺
氧或存在一氧化碳导致人员窒息
中毒怎么办？”“被缆绳击伤，伤口
该如何处理？”...... 近日，浙江省温
州市洞头区红十字会为灵昆街道
的船员们开设专场救护员培训，
细致教授各种急救技能，包含心
肺复苏、海姆立克法、创伤包扎、
AED 使用等，同时结合船员日常
生产生活的独特环境进行了针对
性急救知识科普。经过一天的学
习和考核，55 名船员顺利考取救
护员证。

百岛洞头因渔兴业，渔民船员
靠海为生，常年在海上生产生活，遇
到意外伤病、需要紧急救援的情况
不可避免，但在茫茫大海上，返航就
医或等待救援都可能错过黄金救治
时间，多一点急救知识、多一项急救
技能将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

“施救的前提是会救，要让每艘
渔船上都有一名红十字救护员。”洞
头区红十字会着眼区情提出新目
标，将应急救护触角延伸至渔业、海
上运输业，全力打造海上救援团队，
提升海上作业人员的急救能力水
平。

龙岩红会投入183万元款物开展救灾行动
本报讯 （陈永根）5月 26 日以

来，福建省龙岩市遭遇持续强降水
过程，各县（市、区）大面积受灾。

灾情发生以来，龙岩市红十字
系统第一时间响应，积极筹募及争
取救灾款物，总计投入救灾款物价
值 183.07万元。其中：龙岩市红十
字会向长汀、武平、漳平发放家庭
应急箱、棉被等救灾物资 462 件，
价值 11.28 元；争取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棉被、毛巾被等救灾物资 4000

件，价值 30.4万元，下拨至上杭、长
汀、连城、漳平；争取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及省红十字会灾害救助金 30
万元，下拨至永定、上杭、武平、长
汀、连城、漳平，用于采购大米、食
用油。武平县红十字会筹募防汛
救 灾 善 款 111.3866 万 元 。 各 县
（市、区）红十字会不怕辛苦、持续
作战，积极动员志愿者，第一时间
将救灾款物发放至受灾群众手中，
助其渡过难关。

南昌红会再向全市投放150台AED
本报讯 （南红）6 月 21 日，江

西省南昌市红十字会在地铁大厦
举办南昌市百台 AED 投放启动仪
式，向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市教育
局、市文广新旅局等设置单位移交
首 批 43 台 应 急 救 护 一 体 机（含
AED）。

今年以来，南昌市、县（区）两级
红十字会在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
采购70台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捐赠
和“5 · 8 人道公益日”网络众筹活

动，累计筹措 150台AED应急救护
一体机，投放至南昌地铁站点和群
众相对集中、人流密集的旅游景区、
政务服务大厅、学校、会议中心等公
共场所，为各公共场所提供能在突
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置的工具，确保
各场所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处
置，为广大市民出行添一份安全保
障。

据悉，150 台应急救护一体机
将在第三季度全部完成投放。

重庆忠县村民突发脑梗，红会驻村队员出手相救

“是我的职责所在”
本报讯（刘荣琼）6月10日，重

庆市忠县红十字会派驻三汇镇寨坪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队员邓华英经
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院前救助，成
功帮助一名突发脑梗的村民转危为
安。

当天上午 11时许，邓华英和另
一名驻村队员正在办公室同村委干
部研究水库泄洪闸口堵塞和如何排
洪问题，一辆电瓶车突然停在门口，
村民汪仁吉飞奔进来，焦急地说他
的妻子突发疾病，说不出话，不知该
怎么办。

一听情况不妙，在场的驻村队
员和村干部立即赶到他家。参加过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且取得红十
字救护员证的邓华英看到病人的手
指着脑袋，意识不清，不能说话，判
断病人突发脑梗，必须立即就医。
邓华英一边招呼大家小心地把病人
扶到她的车上，一边叫病人家属坐
在旁边照顾，随即发动了汽车。邓
华英知道，对于脑梗病人来说，时间
就是生命。寨坪村距离忠县人民医
院35公里左右，为了给病人争取救
治时间，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邓华
英在保证平稳和安全的情况下提高

了车速。原本需要1个多小时的路
程，当天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
间就把病人送到忠县人民医院抢
救。

急诊医生告诉病人家属，脑梗
病人病情变化就在一瞬间，幸亏你
们对患者的院前病情判断准确而且
送医及时，为抢救工作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如果再稍晚一会儿，后果
将不堪设想。

简单吃过午饭，邓华英又驱车
赶回工作队。有人问她，“你当时怎
么那么大胆啊？你又不是医生，看
一眼就说是脑梗，还自己开车送到
医院，你就不怕出了差错家属找你
麻烦呀？”“当时我可没想那么多，就
觉得自己是一名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学过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遇
到突发事件时，我就应该帮助别人，
为挽救他人生命作出积极努力。何
况我还是一名驻村队队员，帮助村
民不也是我的工作职责吗？”邓华英
笑笑说。

6 月 21 日，患者家属汪仁吉来
到驻村工作队，给寨坪村村支委和
驻村工作队送来了一面锦旗，感谢
邓华英在危难时刻的紧急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