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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9月8日，江苏省红十
字会党组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甘孜泸
定县6.8级地震作出的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迅速向四川
省红十字会援助30万元紧急救灾
款，支持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开展
抗震救灾工作。

江西
9月8日，江西省红十
字基金会向四川省

泸定县援助首笔救灾款 35 万元，
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湖北
四川泸定地震发生
后，湖北省红十字会

迅速动员，紧急筹措资金，支持四
川省红十字会开展救灾行动。截
至9月13日，省红十字会已捐赠救
灾资金125万元，其中湖北省红十
字基金会募集救灾资金 95 万元，
支持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开展抗
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广东
9月8日，广东省红十
字会向四川灾区捐

赠30万元人民币支援当地开展救
灾救援工作。

内蒙古
9 月 8 日，内蒙古
自治区红十字会

向四川灾区捐赠首笔救灾款30万
元，用于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美好家
园，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山西
四川泸定地震发生
后，山西省红十字会

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甘孜泸定县6.8级地震
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
批示要求，经研究决定，紧急拨付
救灾资金 10 万元，用于支持四川
省甘孜州泸定县开展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工作。

福建
9月8日，福建省红十
字会接受兴业证券

集团向四川泸定地震灾区捐赠善
款 50 万元，用于灾区应急救灾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该笔捐赠款
已于当日汇至四川省红十字会。

广西
9月6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红十字会召开

党组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甘孜泸定县6.8级地震
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
示要求，并向四川省红十字会援助
10 万元紧急救灾款，支持四川省
甘孜州泸定县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海南
9月6日，海南省红十
字会紧急向四川泸

定县捐款 30 万元，支援灾区群众
抗震救灾。

云南
9月 6日 9时，云南省
红十会拨付首笔救

灾款 10 万元，支援四川省红十会
开展救灾救助工作。6日16时，根
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部署和指
令，省红十字会迅速行动，紧急调
运总会储备在云南的 800 张折叠
床前往灾区。省红十字备灾救灾
中心、昭通市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
于当晚 20时 30分完成物资装车，
连夜运往泸定灾区。

同时，中国红十字（云南）大众
卫生救援队、云南省红十字供水救
援队已紧急备勤，根据总会部署和
指令，随时准备赶赴灾区协助开展
救灾救助工作，为受灾群众解决如
厕和供水问题。

甘肃
9月8日，甘肃省红十
字会紧急向四川省

红十字会拨付救灾资金 20 万元，
支持受灾地区开展地震紧急救援
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新疆
四川泸定地震发生
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红十字会党组高度重视，召开专
题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甘孜泸定县6.8级地震作
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
示要求。经会党组研究决定，紧急
向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十字
会拨付 15 万元救灾款，用于支持
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开展抗震救
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以爱为行 共担风雨
各地红十字会支援四川泸定地震灾区

■ 记者 杨振宇

9月10日，“9·5”泸定地震发生
后第五天，正巧也是中国传统佳节
中秋节。对灾区群众来说，这是终
生难忘的一次团聚。

当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9·5”泸定地震工作组来到四川省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乡新乐村安置
点，向安置点的群众发放月饼，与大
家一起过中秋节。

这里是泸定地震后建起的首个
红十字安置点，共有36顶帐篷，截至
当日共安置150人，其中重灾区群众
有 14户 51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为这里的每户居民发放了包括口
罩、被子、卫生纸、肥皂、牙膏、牙刷
等防疫和生活物资的赈济家庭箱，
保障受灾群众灾后基本生活所需。

70岁的罗红以哈和72岁的老伴
谢洪几莫居住的帐篷干净整洁，中国
红十字会秘书长李立东走进帐篷，把
月饼送到两位彝族老人手中，并为他
们送上节日祝福。谢洪几莫大娘接
过月饼，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
们让我们有地方住，有东西吃。”

地震发生时，两位老人正在山
上的玉米地里锄草，一阵天旋地转
之后，赶回去一看，半山腰上住了
30多年的老房子成了一堆石头。

红十字安置点启用后，两位老人
住进了新家。“谢谢你们支援我们，可
惜我没有文化，不太会说话。”谢洪几
莫大娘不住地说着感谢，“谢谢你们，
红十字会给我们搭了帐篷，还给我们
发了东西。这个红十字的棉被很暖
和，盖在身上，心里热得很。”

“以前就听说过红十字会，现在
红十字真的到我身边来了。”在隔壁
帐篷安顿下来的罗洪约者走出红十
字帐篷，热情地迎接大家。“房子没了
可以再盖，家人没事就最好不过了，

在这住着心里挺踏实的。”罗洪约者
说，“看着志愿者忙前忙后，特别感
动，我现在也每天去和他们一起搬东
西，或是去重建工地上帮忙。”

10日上午，甘孜州泸定县德威
乡贡嘎山片区寄宿制学校安置点附
近架起9口大锅，炉火熊熊，炖肉香
气四溢。一旁的大桌子上，十余名
村民正在摘菜洗菜。

70岁的田大娘腰系围裙，忙里
忙外。她住的红十字帐篷内，整齐
摆放着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柜
子、一双雨靴，还有一个竹背篓。这
是地震发生后，她从变成废墟的家
中抢救出来的全部物资。

9月7日，田大娘住进临时的新
家。“临时的家也是家，也得打扫干
净。”田大娘说：“看到房子塌了，像有
千斤的石头压在心口，饭也吃不下。”

住进安置点后，田大娘的心踏
实了许多。“在这里一天三顿饭，有
菜有肉，吃的挺好，晚上也不冷。”接
过红十字志愿者递过来的月饼，田
大娘红了眼眶，用袖子抹着眼角说：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们。”
一个红十字帐篷上挂着一块

“青青乐园”的牌子。帐篷内，一群

孩子正在志愿者哥哥姐姐们的陪伴
和指导下做手工。

湾东村村民李赵康在地震中受
了伤，行动不便，红十字志愿者把月
饼送到了他住的帐篷内。5 日中
午，地震来临时，他正在山上的佛手
柑种植园里干活。突然，大地剧烈
晃动，山石纷纷滚落，一块南瓜大的
石头飞下来砸伤了李赵康的右脚
踝。房子塌了，什么都没拿出来，他
的全部家当只剩下手里的一把?头。
所幸孩子们都没在屋里，妻子也在
山上劳作，躲过了这场灾难。

李赵康是个闲不住的人，种植
佛手柑是家里全部的收入来源。这
几天无事可做，他说“心里总是空落
落的，很不踏实”。6 日，他住进安
置点，志愿者把饭菜送到他的帐篷
内，李赵康不想给志愿者添麻烦，

“他们也很忙很辛苦，不好意思再麻
烦他们”。他让志愿者给自己找了
根棍子，拄着出门打饭。“慢慢来吧，
没得办法，都会好起来的。腿会好
起来，日子也会好起来。”李赵康说。

亲人遇难，生活还要继续。24
岁的邵冰冰和丈夫二人带着三个孩
子住在这里，最小的孩子1岁多，大

的刚满 4 岁。这次地震中，丈夫失
去了弟弟。如果没有这场灾难，18
岁的弟弟即将去成都读大学，疫情
导致开学延迟，他在家里上网课时
遭遇不幸。

“房子没了，家也没了，谢谢红
十字会，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地方可
以去了……”

聂夫林吃过午饭，正在帐篷里
陪孩子们玩，回想起地震来临的那
一刻，他说：“我家算是不幸中的万
幸。”

聂夫林平时在康定打工，得知
家乡发生地震后，他立刻往家里赶。
一路上，妻子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心
急如焚的聂夫林回到家中，看到妻
子和孩子都平安，终于松了一口气。
出村的两条道路在地震中严重塌
方，夫妻二人从废墟中拖出了一床
被褥，全家人在山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救援人员用救生
艇把聂夫林一家接出来，一家人在
安置点吃上了灾后第一顿热饭。

“损失很大，什么都没了，5 只
三四十斤的小猪都被压死了。不过
我们有信心，感谢党和政府、红十字
会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我
才 28 岁，家没了还有一双手，以后
努力挣钱，再盖一个结结实实的新
房子！”聂夫林说，“等新家盖好了，
我们也要为社会多作贡献，这次没
有大家的帮忙，我们是没办法逃出
来的。”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9 月 9
日，甘孜州泸定县红十字会、雅安市
石棉县红十字会将社会各界捐赠的
月饼全部运抵灾后安置点，中秋节
这天，泸定地震中的受灾群众都领
到了一份月饼。

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将持续深入
受灾一线，了解灾区群众需求，开展
救援救助工作。

红十字帐篷里的中秋节
——中国红十字会救灾工作组在泸定地震灾区安置点工作侧记

9 月 10 日是第 23 个世界急
救日。为深入贯彻“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进一步宣传和推广
自救互救知识，树立“人人学急
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天津市
南开区红十字会与古文化街管委
会联合市红十字救援队开展了以

“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为主
题的世界急救日系列宣传活动。
市红十字救援队员在现场向市民
普及红十字急救知识，开展应急
救护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群众
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自救
与互救能力。 （津红）

终生学急救
救护伴我行

本报讯 （红基）9月 6日上午，
黑龙江省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心外
科日喀则地区患儿救治病区气氛火
热，26个西藏先心病患儿家庭即将
踏上返程的列车。

临出发前，患儿家长为医护人
员献上哈达，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
孩子们兴奋地跑来跑去，与医护人
员合影留念；大家围在医院工作人
员身边，询问着这次是否能顺利返
程。

2022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6 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五次联合牡丹
江心血管病医院走进西藏，开展“天
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

动”，为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萨迦
县、萨嘎县、亚东县、康马县等地的
困难家庭儿童开展先心病筛查救
助，共筛查儿童 19921人，其中符合
手术指征的患儿147人。

目前，已有两批共 79名来自日
喀则地区的先心病患儿到牡丹江心
血管病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此次返
乡的 26名患儿中，有 5名是 6月 10
日首批入院治疗的孩子，21 名是 7
月27日第二批入院治疗的孩子，如
今均已手术成功，身体康复。

当决定送孩子们返乡时，日喀
则地区突发疫情，返乡工作只能暂
缓。之后，返程所要途经的多个城

市也陆续出现疫情，航班取消、路线
更改，历经多番周折，孩子们的返乡
路一直没有成行。

中秋佳节在即，远离家乡的康
复患儿和家长都殷切期盼着与亲友
相聚。医院尝试多方途径，最终向
西藏航空有限集团公司求助成功，
协助孩子和家长返乡。

医院迅速行动起来，严格按疫
情防控要求，连续三天三采核酸、上
报藏易通、备好途中所需的医用口
罩、方便面、面包、火腿肠等物资，通
过旅游大巴车从医院闭环直接送至
哈尔滨机场。

一行人在成都双流机场落地

后，由西藏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专
人接至指定候机休息区，并为患儿
及家属准备好毯子、水、食物等。
医院提前与患儿所在的县卫健委
对接，保证孩子在日喀则和平机场
落地后，由定点车辆闭环送回家
中。

9 月 7 日 上 午 10 时 30 分 ，
TV9883 次航班降落在日喀则和平
机场。26 名先心病康复患儿和他
们的家属平安返回西藏。他们所在
的萨嘎县、通门县以及亚东县相关
车辆已经等候多时。疫情无情，人
间有爱，孩子们终于回家了。

26名西藏先心病患儿的温暖返乡路

本报讯（鲁红）9月8日上午，
山东省、济南市红十字会纪念“世
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生命教
育“云基地”启动仪式在济南报业
大厦举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李全太出席活动并讲
话，济南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
刘科，市政协副主席刘霞，市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武善欣
等出席活动。

李全太强调，要教育和引导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红十字应急救护
工作，不断提高全民自救互救能
力，为保障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贡献红十字力量。

启动仪式上，省红十字会对组
队参加本届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的济南市红十字会给予通报表扬，
对4名教练和5名参赛志愿者分别
授予“优秀教练”和“优秀红十字救
护员”荣誉称号。济南市红十字会
与济南国际传播中心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现场启动济南市红十字生
命教育“云基地”——“救在身边+
生命教育”项目。

围绕第 23个“世界急救日”主
题“终身学急救救护伴我行”，红十
字志愿者现场展示了校园、运动场
和交通现场等重点行业的应急救
护技能。

山东红会举办“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马兆倩）9月9日，在
第 23 个“世界急救日”来临前夕，
陕西省红十字会举办“终身学急
救 救护伴我行”主题宣传活动暨
应急救护教学研讨会。省红十字
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贾伟参加活动
并讲话，30 名省级应急救护师资
参与活动。

会上，省红十字会向讲师、训
练师、实习生颁发了救护师资职级

牌；与会人员通过现场讨论、信息
化培训、现场答疑、心肺复苏模拟
操作等方式进行师资技能大比拼；
围绕上半年存在问题和下半年工
作计划进行讨论。

当天，省红十字会还在微信公
众号线上开通了“世界急救日”知
识问答，并推出了系列主题宣传海
报。

陕西红会举办应急救护教学研讨会

本报讯 （红院）9月 14 日，江
苏省宜兴市红十字人道教育中心
和国际人道法体验馆落成启用，红
十字国际学院院长王汝鹏为“红十
字国际学院国际人道法现场教学
基地”授牌，宜兴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小坚出席授牌仪式并代表宜兴
市红十字会接牌。这是红十字国
际学院设立的首个国际人道法现
场教学基地。

王汝鹏在致辞中表示，红十字
国际学院正在努力建设成为国际

人道法和人道政策的智库，为中国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工作提
供学术和智力支持，为致力解决国
际人道问题面临的挑战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据悉，宜兴市国际人道法体验
馆将通过图文、影像、多媒体互动、
沉浸式体验、情景式表演等多维度
展示方式，普及红十字运动知识，
传播国际人道法，宣传红十字精神
和文化。

红十字国际学院设立首个国际人道法现场教学基地

本报讯 （侯文径）2022年“99
公益日”期间，云南省红十字会在
网络平台通过“滇苗助学”“博爱云
南行”“云岭志愿”等公益项目，共
向社会筹集善款 3249.69 万元，主
要用于全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
助力乡村振兴、困难人群人道救
助、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等。筹款
总额和参与捐赠人次再创新纪录。

下一步，云南省红十字会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和“99 公益日”活动规则，
及时制定工作措施，严格执行捐赠
意愿，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项
目执行全过程公开透明，及时将每
一份爱心善意落到实处。

云南红会“99公益日”筹款再创新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