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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红十字志愿者基层红会信息

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肥东为困难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葛玲玲）8月30日，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红十字会、
县总工会、团县委联合为暂时困
难的 300余名大学新生提供人道
救助资金近120万元。

惠安开展救护员取证培训
本报讯（惠红）8月31日，福

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红十字会开展
首期救护员取证线下培训，共 31
名学员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书。

营口举办全市应急救护大赛
本报讯（营红）8月30日，辽

宁省营口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2022年全市应急救护大赛。

如东救助169名特困学生
本报讯（杨婧）8月29日，江

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红十字会为全
县 169户困难家庭中小学生发放
助学金共17.68万元。

靖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靖红）8月30日，江

苏省靖江市红十字会在前进社区
开展地震应急救援演练。

信阳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
本报讯（信红）8月29日，河

南省信阳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防
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

江宁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江红）8月28日，江

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为江
宁高级中学的 1200 余名高一新
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平遥发放“博爱”助学金
本报讯（平红）8月29日，山

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红十字会举办
“博爱”助学金发放仪式，10名大
学生共获得2万元助学金。

沾益区开展网络筹款动员部署
本报讯（王霞）8月30日，云

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红十字会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召开2022年“99公
益日”网络筹款活动动员部署会。

吴江区为贫困学子发放救助金
本报讯（乔煜青）8月30日，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为
19名贫困学子发放 5.7万元助学
金。

达茂旗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本报讯（达红）8月29日，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
联合旗红十字会开展“博爱捐资·
金秋助学”活动，助力 15 名困难
家庭大学生圆梦大学。

肥西开展校车驾驶员急救培训
本报讯（庐红）8月26日，安

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教体局举办校车驾驶员应急救
护培训班，40名校车司机参加。

兴安盟举办应急救护云课堂
本报讯（兴红）8月30日，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红十字会联合
盟教育局，通过网络直播向普及
应急救护知识，获得 3.8 万个点
赞，20余万人观看。

河口区急救知识进社区
本报讯（河红）8月29日，山

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红十字会走进
河盛社区，为80余人举办应急救
护知识专题讲座。

南昌县投放12台“救命神器”
本报讯（喻佳兵）8月30日，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红十字会向
10个乡镇移交12台AED（自动体
外除颤仪）。

贵港举办应急救援联合演练
本报讯（梁燕）8月28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玉林市红
十字会举办 2022 年应急救援联
合演练。

盐城资助50名困难家庭大学生
本报讯（盐红）8月26日，江

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向 50 名困
难家庭大学新生每人发放 4000
元助学款。

临平区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临红）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临平区红十字海豚应急
救援队走进各个中学为 1800 余
名新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晋安区开展微公益帮扶工程
本报讯（晋红）8月29日，福

建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福建湖北商会、福州市晋安区红
十字会向 42 名困难学生共发放
助学金6.1万元。

“帮助别人会让自己快乐”
——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红十字志愿者林惠芳

■ 黄坚海

林惠芳，退休职员，广东省珠海
市斗门区红十字会第一位登记在册
的志愿者，珠海市斗门区雨花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队长。21 年志愿生
涯，林惠芳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闲着也是闲着

与斗门区红十字会结缘时，林
惠芳正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从平
沙移居斗门，环境还没熟悉完，2001
年斗门区国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岗，
林惠芳是其中之一。

一个下岗工人每天要为前途焦
虑，哪有心思去做公益？但林惠芳
不这么想，她说：“闲着也是闲着。”
朋友是红十字志愿者，负责红十字
会募捐箱清点，有点忙不过来，就问
林惠芳愿不愿意一起去，林惠芳一
口答应，就这样加入了红十字会的
大家庭。

放置在全市各个地方的募捐箱
需要定期清点、统计，管理工作十分
繁琐。当初拉林惠芳一起去的同伴
在第二年就放弃了，但是林惠芳还
在坚守，“我不去做就没人做了。”林
惠芳说，志愿工作带给自己成就感，
以前在工作中从未展现的诸多长处
逐一发挥出来。

2005 年 6 月，林惠芳与志愿者
一同前往斗门区特殊儿童康复中
心，这是林惠芳第一次接触特殊儿
童这个群体，康复中心里面的孩子
大多是因为患有先天性疾病被亲生
父母抛弃的，身为人母的林惠芳看
着这些孩子，心如刀割。筹钱、买物

资，林惠芳下定决心默默守护这些
失去家庭庇护的孩子。六一儿童
节、中秋节、端午节……每个节假日
她都会准时出现，陪伴这些孩子，给
他们送玩具，陪他们玩、给他们讲故
事。

2007年，林惠芳又参加了红十
字会组织的老人院慰问活动，更从
此把照顾这些老人当成了自己的责
任。她说：“看着他们一整天就坐在
那里，什么也做不了，也没人陪他
们，我就会想到自己老了以后，肯定
希望能有人陪着，聊聊天。”感同身
受，必然要身体力行，这些年来，林
惠芳总是在想自己还能为老人做些
什 么 ，包 粽 子 、买 月 饼 、送 日 用
品……尽自己所能关怀这些老人
家。握握手，摸一摸，抱一抱，这是
不善言表的林惠芳表达爱意的方
式。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009年 9月 14日，台风“巨爵”
从金湾擦身而过在台山登陆，不少
大树被吹倒，建筑工地脚手架倒塌，
工棚被吹翻，斗门区井岸城区部分
低洼路段完全被淹没，交通一度受
阻。

林惠芳穿上凉鞋就往斗门区体
育馆跑，她清楚，现在正是需要志愿
者的时候。台风中受灾的群众失去
了住所，政府部门组织救援，将他们
安置在附近的学校和体育馆，而斗
门体育馆是最大的庇护所，那里急
缺人手。

林惠芳在斗门区体育馆忙了几
天几夜，经常一站就一天，根本没有

时间坐下来，晚上累到鞋子都没力
气穿，提着一对鞋子走回家。第二
天，她继续去，还带着孩子一起去：

“实在是没办法，那时候志愿者太少
了，我不去，更没人去了。”

2017 年，台风“天鸽”肆虐珠
海，林惠芳的车停在楼下，挡风玻璃
被打烂。她一大早赶去做志愿者参
与救灾重建，根本没注意到。气得
丈夫暗下决心：“这一次，我绝不帮
你。”林惠芳的丈夫是一名公安干
警，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也总是站在
一线。俩人都这么忙，谁来照顾家
庭？林惠芳明白，丈夫嘴上这么说，
心里对她的工作还是非常支持的，

“最后还是帮我把车修了。”也许正
是因为同样从事公众服务工作，丈
夫比其他人更能理解林惠芳，理解
这种热心和坚持的不易。

有这样一个母亲，林惠芳的儿
子接触志愿工作比同龄人要早得
多。

这并非林惠芳有意为之，而是
源于一次孤儿院探访。捐钱赠物虽
然能改善生活，但对小朋友来说并
不是最好的救助，他们更需要的是
陪伴，尤其是来自同龄人的陪伴。
每年儿童节，林惠芳都会去孤儿院
捐赠玩具，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问儿
子要不要带着他的礼物，跟她一起
去孤儿院跟小朋友们过六一，儿子
欣然应允。那次探访让儿子产生了
很大触动，他问妈妈：“为什么他们
没有爸爸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能
跟我一样天真烂漫地玩耍？”

“不仅仅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要
珍惜幸福，要感恩，这些活动还会让

他感觉到自己对别人是有用的，帮
助别人会让自己感到快乐。”林惠芳
深知，付出总会有所收获，会滋养人
的心灵。

儿子原本有些顽皮，常常需要
林惠芳费心管教，但是那次探访让
他有了一些变化。他会主动要求参
与公益活动，甚至还带上他的同学
一起去探访，在孤儿院和小朋友们
一起聊天、写字、画画，活动搞得有
声有色。现在，参与志愿活动已经
成为了他的习惯，爱心就这样在红
十字志愿者家庭中传承。

总有人正年轻

“刚开始真的很困难，”回忆起
最初的志愿募捐，林惠芳有点唏嘘。
从 2001年开始，林惠芳一直在做募
捐工作，5块、10块、20块，大家都自
发捐款，作为去慰问孤儿院、养老院
的善款。钱不够，林惠芳就把自己
的退休金拿出来补。

如今情况已经好很多。今年六
一儿童节，林惠芳和她的同伴完成
了一个小目标——慰问 20 个困难
家庭的孩子，这离不开企业单位和
社会上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捐款
用来给困难家庭买柴米油盐等生活
必需品，给孩子买文具，按照每户
200元左右的标准给这些家庭发放
补助。林惠芳深感自己做的还不
够，但是依然很有收获：“每次我们
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开心，这也让
我们很欣慰。”

林惠芳目前所在的斗门区雨花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由一群热心公
益的阿姨组成，都是林惠芳的同龄

人，她们开办公益食堂，还经常组织
活动下乡为斗门区各乡镇带去义
演，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天鸽”灾
后重建，雨花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煲
糖水送给志愿者、环卫工人，每天
600份，整整持续了七天。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林惠芳第一时间报名希望出一份
力。但抗疫志愿者有严格的年龄限
制，要求 18岁至 40岁，雨花服务队
的志愿者们都已经退休，显然不符
合年龄规定，但是她们十分踊跃。
队员们以团队的名义联系红十字
会，林惠芳坚决表态：“现在疫情这
么严峻，作为斗门区第一个红十字
志愿者，我也想做出一点贡献！”

虽然不能前往一线开展志愿工
作，斗门区红十字会还是积极组织
林惠芳和她的同伴参与抗疫，让她
们承担起了后勤保障慰问工作。直
到现在，雨花服务队还在开展“冬送
温暖、夏送清凉”慰问项目活动，慰
问对象是抗疫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还有环卫工人、公路养护工人、建筑
工人、电力维修工、通讯维护、交通
安全指导员等户外作业人员。在炎
炎夏日，她们和那些户外工作者站
在一起，共同对抗烈日和高温。

红十字志愿者的队伍不断有新
面孔加入，不变的是林惠芳的编号
——001。“疫情虽然打乱了我们的
生活，但也让我们更加团结，医护人
员和民警都太累了，疫情防控需要
我们，我们作为志愿者也应该第一
个站出来，志愿者就是这样的，哪里
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林
惠芳说。

酷暑送清凉
8月29日，重庆市合川区香龙镇石龙社区红十字会将爱心企业捐赠

的一批矿泉水、方便面、藿香正气液等物品送往九峰庙高家桥、白塔寺左
家坪、黑石村郭家石坝、黄桷村春天山、渝广高速香龙出口等卡点，给坚守
在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清凉、关怀与问候。 （合红）

遇人昏厥，浙江金华“急救小哥”“仁丹姐姐”联手施救

“学习急救知识多么重要”
本报讯 （金红）8 月 23 日，金

华日报发布寻人信息，引发广泛关
注。原来，发布者柳先生和妻子 21
日前往金华市武义县三笋坑景区游
玩。下水游泳时不幸遇险，幸好得
到路人相助，挽救了他的生命。

柳先生回忆，自己下水前为了
驱寒，喝了好几口高度白酒，从水里
上来后只觉得浑身发冷，毫无力气，
渐渐地便失去知觉陷入昏迷。柳先
生的妻子和朋友连忙给他“扭痧”、
拍脚底板，但都没有用。情急之下，
朋友朝附近的人群大声呼救。

现场，一名男子为柳先生进行
了心肺复苏。一番急救后，柳先生
终于恢复了意识，但面色依然苍白，
四肢无力，状态并不是很好。见状，
人群中又走出来一名女性，递给鲍
女士一包仁丹和半杯水，让她给柳
先生服用。随后，在民警和消防员
的通力合作下，成功将柳先生转移
到了山下，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救治。由于抢救及时，柳先生成功
脱离生命危险，而两名伸出援手的
好心人早已悄然离开。

8 月 23 日，柳先生与家人委托
媒体发出寻人消息后，在全网的帮
助下，“急救小哥”“仁丹姐姐”很快
被找到。

救人的小伙子名叫王志恒，来
自金华永康市，是一名体能教练，当
天他带着学生来到武义县三笋坑上
户外课，在途中看到了一群人正围
着柳先生帮他“扭痧”。

王志恒接受过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学习过一些急救知识与操作，
观察到柳先生一直往后倒，不太像
中暑，就上前询问，听说柳先生是下
水后才变成这样的，就猜测他是溺
水了，便主动请求帮忙，他通过触摸
颈动脉、探测鼻息等检查了基本体
征后，发现柳先生有脉搏但已失去
了呼吸，便立刻实施心肺复苏，几分
钟后，柳先生恢复了呼吸。

“急救小哥”救人事迹报道后，
网友们为王志恒送上各种点赞和祝
福，让他受宠若惊。“说实话，我也是
第一次把心肺复苏用到实践中。获
得肯定很开心，感谢自己在当时做
了应该做的事。”王志恒说。

当天的户外课也因这一“插曲”
而变得更加生动，学生们亲眼见证了
教练救人的全过程，对应急救护知识
的重要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为此，王
志恒所在的体能馆专门联合永康市红
十字会开展了一次心肺复苏公益教
学。学生王彬睿说：“那天我亲眼看见
被救的人醒过来，感觉很惊喜，学习心
肺复苏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仁丹姐姐”邵惠琴是白洋街道
上邵村人，今年43岁。据她回忆，当
时听到有人中暑了，想到自己正好带
了仁丹药，便上前把药给了柳先生妻
子鲍女士，并递了半瓶水。“这么平常
的事情，没想到会这么火。真的只是
举手之劳。正好我有药，正好他需
要。我让她赶紧喂下去，觉得应该可
以缓解一下，然后就下山了。”

8月26日上午，柳先生、鲍女士
夫妇在柳先生身体恢复后，第一时
间登门感谢两位好心人。在与“仁
丹姐姐”邵惠琴闲聊中，柳先生透露
自己一个月前曾在水库救过一名溺
水女子,“所以说，好人有好报，学习
急救知识多么重要。”

重庆红十字青年三次救火获全网点赞
本报讯 （渝红）8 月 17 日、18

日，重庆市涪陵区和南川区相继突
发山火灾害，牵动人心。一名小伙
子多次进入火灾现场扑火、挖隔离
带、搬运物资，有网友发布短视频寻
找这位勇敢善良的青年，他的事迹
迅速传播开来，获全网点赞。

几天后，小伙子找到了，他是重
庆南川人，目前在重庆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读大二，也是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志
愿捐献者，还是南川区红十字会大
学生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余秋
朋。

8月 17日晚 20时许，涪陵区江
北街道点易社区爻里小镇斜对面突
发山火。余秋朋当时正好在江东滨
江公园，看见了大火烧山的场面。

“我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
声。”余秋朋说自己反应过来时，已
经跑在了救火路上。

因为交通管制，去救火的志愿
者只能步行前往。22时许，余秋朋
到达现场，开始和其他志愿者一起
工作。期间，余秋朋在收拾水管时，
不小心烫到了手，“我抬头一看，旁
边的消防员正在往刚从火中冲出来

的消防员身上泼水，热烟顿时在他
身上冒了出来，我只觉得热泪盈
眶。”

众人从晚上 22 时一直忙到凌
晨 2时 40分左右，火情才基本得到
了控制。

8 月 18 日晚，涪陵区江北街道
黄旗社区又出现山火。8月19日早
上，成为救火志愿者的余秋朋再次
坐上志愿者巴士来到黄旗。不同于
北山坪的地形，黄旗的地势更加严
峻。余秋朋需要在燃烧过后的斜坡
上运送物资，他背着装满物资的背
篓，头顶烈日往返10多次，“完全是

‘立’起爬山。地上也烫，头顶上也
烫。”网友发布的寻人视频中，余秋
朋在涪陵区两处山火现场不停来回
奔跑、扑火、挖隔离带、搬运物资
……

正当大家寻找他时，因为连续
高温天气，他的家乡南川也同样遭
遇了山火，18岁的他毅然回到了南
川救火现场支援。

“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正当青
春，有梦、有热泪、有远方，也有成
长。比起安稳的青春，我更想拥有
闪光的青春。”余秋朋说。

宁波奉化区创新培训形式

把急救知识广场舞“跳进”村民心中
本报讯 （奉红）“突然有人倒

在地，身边朋友莫惊慌，确保环境已
安全，自我防护已做好，两手放肩轻
拍重喊辨意识……”日前，浙江省宁
波市奉化区红十字会急救培训“进
山区进农村”系列活动在箭岭村“博
爱家园”举行，奉化区红十字应急救
护师资志愿服务队别出心裁地将心
肺复苏相关操作要领融入广场舞
中，将急救知识以接地气的方式向
群众推广普及。

活动现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
从农村急救现状讲起，通过唱跳《心
肺复苏律动操》、应急快闪等内容，
生动直观地讲解了脑卒中、心脏病、
癫痫等老年人常见的突发急症以及
溺水、狗蛇咬伤、烧烫伤等农村常见
意外伤害的急救技能，重点教授了

心肺复苏、AED 实操、止血包扎等
技能。

“考虑到村里的老人比较多，丰
富的教学形式能够帮助他们记忆。”
负责授课的应急救护师刘瑞芳介绍
了课程设计以及《心肺复苏律动操》
的创作初衷，“希望通过音乐律动的
形式，把一些急救知识和要领深深
地刻入村民的脑海，让大家记得住、
用得上。”

“形式很新颖！”村民王根娣阿
姨跟着音乐学习动作，“一边唱歌一
边跳舞就能记住急救动作，万一碰
到紧急情况可以派上用场”。

自成立以来，奉化区红十字应
急救护师资志愿服务队已累计举办
急救培训3500余场，覆盖近14万人
次。

云南曲靖市开展2022年博爱珠江源助学行动

3年帮扶千名学子
本报讯（李正莲）8月29日，云

南省曲靖市召开 2022 年博爱珠江
源助学行动——千名学子3年帮扶
计划“99 公益日”网络筹款活动动
员暨业务培训会，曲靖市红十字会
联系14家市级单位，共同动员全市
各级各部门以及社会爱心组织、企

业、人士等广泛参与“99公益日”网
络筹款，共同关注低收入家庭学生
就学问题，目标是三年内帮扶全市
1000名需要帮助的在校学生，每人
每年帮扶1200元至6000元，帮扶时
间从2022年起到2024年，共同打造

“靖善靖美”珠江源大爱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