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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宗红）9 月 5 日，针对
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 6.8 级地震灾
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三级
应急响应，首批紧急调拨 320 顶帐
篷、2200 个赈济家庭包（箱）、1200

人道事业的“追梦人”
——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灾害管理处处长蔡文男
■ 记者 贺晔
初秋的北京，天清日朗、微风拂
面，是最宜人的时节。8 月 30 日上
午，一身正装的蔡文男怀着激动又
兴奋的心情大步走进人民大会堂，
参加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
会。
武汉、上海抗疫一线，
曾留下他
逆行而上的背影；大别山深处蜿蜒
曲折的山路上，曾留下他助力乡村
振兴的脚步；
十数年间，
全国多地灾
害现场，曾无数次留下他参与紧急
救援和灾后重建的汗水和心血。而
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
灾害管理处处长蔡文男作为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获得者之
一，要去领取这样一份沉甸甸的殊
荣。

逆行抗疫一线，当好“生命摆渡人”
2020 年初，湖北武汉暴发新冠
肺炎疫情。蔡文男跟随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工作组逆行武汉，奔赴抗疫
一线。
工作组抵达武汉时，正值新冠
肺炎患者数量激增，前线抗疫物资
匮乏，医疗机构不堪重负的危险时
刻。负压救护车严重不足，一度成
为重症病人收治瓶颈。
随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
来自北京、青海、内蒙古、四川、上
海、吉林等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数
支救护转运车队紧急奔赴武汉，担
负起重症、危重症患者转运任务。
转运队如同保障患者救治工作畅通
运行的“血管”，转运团队和院内医
生就像接力赛选手，在各个医院之
间不断交替接力
“生”的希望。蔡文
男负责这些红十字救护转运车队的
管理、调度和协调工作。
“我们的任务是与时间赛跑，与
病魔斗争。然而，重症、危重症患者
体征瞬息万变，
每一步都生死攸关，

救护车门关上的一刹那，便是千斤
的担子抗在了肩上，转运压力可想
而知。”蔡文男坦言，
当时，
没有人敢
说百分之百零感染，更没人敢说百
分之百零死亡。
“ 但是，我们的队员
都很勇敢，很专业。”他和团队自我
加压，大胆提出了“转运病患零死
亡，医护人员零感染，
车辆运行零事
故”的严苛目标。
为实现这一承诺，蔡文男 24 小
时紧绷神经，
紧盯各个车组的运行，
丝毫不敢放松。
“在武汉的每一天都
好漫长，每一次转运任务都是惊心
动魄。”如今再回想，他唯一的感受
还是“压力山大”，
“32 个车组 65 名
队员的安全、每天转运的数百名病
人的安危，
都是我肩上的重任”
。
在武汉的近两个月里，每天凌
晨四点，蔡文男就开始梳理新一天
的任务安排；
白天，
他奔波于各驻地
医院，检查补充防护装备，做好保
障；午夜时分，他一丝不苟复盘总
结、排查风险，确保每位队员安全。
为确保队员在高强度压力下依然规
范操作，他坚持重大集中转运任务
到现场督战，
从组织协助病患上车，
到转运护送，再到所运送患者全部
安全送达下一个医院，他都全程紧
盯……
自 2 月 1 日抵达武汉至 3 月底
结 束 任 务 ，蔡 文 男 在 武 汉 奋 战 55
天 ，带 领 团 队 转 运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10572 人次。3 月 26 日，工作组胜利
返回北京，蔡文男自豪地向组织报
告：救护转运车队实现了“零死亡、
零感染、零事故”的目标。那一刻，
这个山东汉子再也没有忍住，激动
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泪水浸着奋斗
的艰辛，
更透着成功的喜悦。

扎根革命老区，
当好
“乡村振兴追梦人”
在武汉抗疫期间，蔡文男收到
任命，将赴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挂
职担任县委常委、副县长。这一年，
恰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和乡村振兴

开局之年，
赶赴英山后，
他将一腔热
情投入到定点帮扶工作中。
大别山深处的英山县是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定点帮扶县。近年来，
总会帮扶英山脱贫攻坚，援建防灾
减灾、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
贫等项目 180 余个，项目款物投入
超过 1.7 亿元，惠及英山所有乡镇，
受益群众超过 30 万人次。
“乡村要振兴，
产业必振兴。以
英山为试点，探索红十字会助力乡
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是我们工作的
最大意义。”蔡文男到英山后，经过
较长时间的调研和反复讨论，提出
要利用一切办法调动农民发展产业
的内生动力，学技术、引项目，力寻
百姓致富经。他将试点选在石头咀
镇水口村和孔家坊乡闻家冲村。
水口村是中国红十字会博爱家
园 项 目 村 。 2020 年 ，村 委 提 出 申
请，期望追加博爱家园产业发展金
投入，
引进先进技术，
发展灵芝种植
产业。蔡文男回忆：
“ 当时，村委和
县红十字会经过严谨的市场调研和
技术考察后，认定灵芝种植是值得
发展的高收益产业。于是，县政府
带领县红十字会，与村民一起为灵
芝基地的建设和发展趟出一条路
来。”项目发展之初，他和村干部一
道踩着泥泞确定项目点、顶着烈日
学技术，
从培养菌棒、搭建菌棚到最
终采收，
不落下任何一个环节。
2021 年 2 月 1 日，水口村裕农
灵芝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当
年，合作社收获灵芝孢子粉 150 斤，
每亩地纯收益 2 万元左右。收益拿
到手，合作社种植户的积极性被充
分调动起来，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
规模，还向其他农户推广灵芝种植
技术。
与水口村积极引进新技术不
同，孔家坊乡闻家冲村开展的生姜
种植项目优势是充分考虑到产业发
展前景，追求更高的利润转化率，
“希望将其打造成集种植、加工、销

售于一体的生姜贸易一条龙产业”
。
生姜基地刚起步时，为了与村
干部更充分、深入沟通，
蔡文男直接
住在村里，和村干部一起广开思路
看行情，
彻夜不眠算细账，
确保项目
收益，
争取高回报。经过努力，
生姜
项目首年就达到了 40% 的收益率，
大大提振了群众产业致富的信心。
挂职两年，在蔡文男的牵线搭
桥和沟通协调之下，英山争取各方
帮扶款物近 7000 万元，解决了上万
群众的就医、上学、饮水、增产增收
问题。
此外，
因英山灾害多发，
却一直
缺少标准化的备灾救灾仓库，蔡文
男发挥自身在应急救援方面的优
势，
多方奔走争取援助，
在当地建成
一座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备
灾救灾中心”，并为英山培育“水上
救援队”、
“救护转运队”、
“救”在身
边志愿服队等多个在全国叫得响的
志愿服务品牌。
2021 年 7 月，河南郑州发生暴
雨灾害后，英山县红十字救援队派
遣 4 名队员携带救援艇、救援车等
装备星夜驰援新乡；2022 年 1 月，陕
西西安疫情防控情势告急，县红十
字会救护转运队派出 7 名队员携 3
辆负压救护车随中国红十字（湖北）
救护转运队一起远赴西安支援疫情
防控工作。参与数次任务之后，这
些队员自豪地说：
“昔日英山是接受
援助的贫困县，今天我们是援助别
人的急先锋！”

奋战救灾一线，当好“生命守护人”
2022 年春，蔡文男结束了在英
山的两年挂职生涯，回到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灾害管理处处
长的岗位上，
回到熟悉的救灾、救援
工作节奏中。之前十余年，
地震、洪
水、台风……几乎每次大灾发生后，
都能看到他身穿红十字马甲，奋战
在生命救援、生活救助、灾后重建一
线的身影。
（下转二版）

“急救地摊”
送安全

近日，重庆市丰都县红十字
会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开展“急救
地摊”
活动，免费为群众普及急救
知识。
（何虹桦）

宁夏红会助力海南疫情防控工作

床棉被、300 张折叠床，支持当地
开展救援救助工作。总会已派出
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
开展救灾救
助工作。

王可出席浙江红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并讲话
本报讯 （李伊平）8 月 31 日，
和政府中心任务，着眼群众所急、
浙江省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
党政所需、红会所能，
推进
“三救三
大会隆重召开。浙江省委书记、省
献”提质增效扩面，
精心打造
“救在
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家军，
中国红十
身边”品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可出
出新贡献。要聚焦时代要求，
推进
席会议并讲话。
变革性实践，
打造新时代红十字事
王可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
向
业高质量发展的省域范例。
长期以来重视、关心、支持红十字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王可一
事业发展的浙江省委、省人大、省
行到浙江省红十字会、杭州市、绍
政府、省政协和社会各界表示感
兴市调研红十字服务亚运、生命教
谢，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育、数字红会建设、应急救护、红十
个人表示敬意，
向浙江广大红十字
字青少年和博爱家园建设等工作。
工作者、会员和志愿者表示问候。
王可在调研时强调，浙江省、杭州
王可指出，
浙江各级党委政府
市红十字会要落实好中央文明委
高度重视红十字工作，
为推进浙江
“红十字救在身边”重点工作项目，
红十字事业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
及时总结经验，加快打造“快一点
坚强保障。浙江省红十字系统强
救在身边”特色工作品牌。要积极
化党建引领，
敢担当、善作为，
在守
融入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
好红色根脉、推进数字赋能、加强
明实践中心、农村文化礼堂，建好
组织建设、参与基层治理、开展生
用好红十字博爱家园、生命教育体
命教育、关爱易受损群体、强化宣
验馆、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等红十字
传传播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整体
服务阵地，
引导基层红十字组织和
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为全国红
会员、志愿者就近开展人道服务。
十字系统创造了很多有益经验。
要搭乘数字化改革的东风，
深入推
王可强调，
浙江省红十字会要
进
“数字红会”建设，
积极开发更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实战实用实效的场景应用，
加快构
讲话和对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
建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整体智治的
精神，
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
现代化红十字服务体系，
推动红十
性意义，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
字会高效运转、公开透明，不断提
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引导广
升工作影响力和公信力。调研期
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始
间，王可出席了 9 月 1 日上午在杭
终听党话、坚定跟党走，努力发挥
州举行的第六届全国红十字应急
红十字会自身优势，
满怀信心投身
救护大赛决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李立东
征程。
参加上述活动。浙江省委副书记
王可要求，
浙江省红十字会要
黄建发，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
进一步强化党对红十字事业的领
成，
省委常委、秘书长陈奕君，
省人
导，
进一步加强各级红十字会党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卫宁，副省长、
工作，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整
省红十字会会长成岳冲，
省政协副
合资源、凝聚合力，推动红十字事
主席蔡秀军，
省红十字会、杭州市、
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
绍兴市相关领导分别参加有关调
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
紧紧围绕党
研和活动。

章轲调研安徽省红十字工作
本报讯 （徽红）8 月 26 日，审
计署党组成员、副审计长兼中国红
十字会监事会监事长章轲在安徽
省调研指导红十字工作。
章轲一行先后到省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培训安徽医科大学工作
站、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物资
储备库、省红十字应急救护救援实
训基地、省红十字博爱学校，实地
了解省红十字会在全省设立的首
个高校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站建设情况，
现场观摩学校素质拓
展品牌
“人人会急救”技能培训，
仔
细察看红十字救援装备、备灾仓储
管理，
了解实训基地和博爱学校的
运行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章轲
听取了安徽省和合肥市红十字会
工作汇报，
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安徽
省红十字工作发展取得的成绩，
对
各级红十字会监事会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
指示精神，不断把“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发扬光大。他强
调，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扎根于中
国传统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一脉相承。做好红十字工作，
是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方面。
二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
推动红十
字工作依法依规开展。他强调，
公
信力是红十字会的生命所在。要
围绕有效提升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进一步明确监事会监督的内容、目
的和措施，增强监督工作本领，充
分发挥监督作用。三要切实强化
风险意识。要认真评估红十字会
在有形资产、有形资源、无形资产
监管以及应急能力、物资和服务采
购和工作合规性等方面存在的潜
在风险，确保监督工作有的放矢。
四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要坚持
组织建设、能力建设、业务建设一
体推进。监事要进一步增强荣誉
感和责任感，努力做到全员投入、
全域关注、全程监督。审计机关要
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为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监事会专职副
监事长张晓彬、监事蒋敏，安徽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
青等参加调研。

云南红会召开六届六次常务理事会

浙江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 （宁红）9 月 2 日，宁夏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红枸杞公
司通过宁夏红十字会向宁夏支援海
南疫情防控医疗队捐赠 200 万元款
物，用于一线抗疫人员慰问，
以表达
家乡人民和爱心企业对宁夏支援海
南医疗队 504 名医护人员的关心关
爱。宁夏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田永华，宁夏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宁夏红枸杞产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曹森出席捐赠仪式。
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宁 夏 向 海 南 派 出 504 名 医 护 工 作
者，逆行赴琼抗击疫情。

本报讯 （浙红）8 月 30 日，浙江
省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揭牌，正
式向公众开放。该馆建筑面积
1600 平 方 米 ，位 于 杭 州 市 秋 涛 北
路，由省红十字会牵头实施，
是一个
集红十字运动文化传播和生命安全
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功能馆。
体验馆包括序厅、浙江红十字
馆、浙江生命教育体验馆和尾厅等
“两厅两馆”。浙江红十字馆，由国
际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运动、浙
江红十字运动三个馆区组成。浙江
生命教育体验馆，分为生命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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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生命安全体验、生命关爱讲习等
三个功能板块。
场馆布展贯穿红十字运动发展
及其成就、人类全生命周期及生命
中可能遭遇的安全风险两条主线，
聚焦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
把弘扬红十字精神、开展生命
教育、传播生命文化、增强生命保护
意识、提升生命保护技能作为场馆
服务群众的重要内容。场馆立足人
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主动对标
“数字浙江”
“数智群团”建
设，
以融合提升
“服务能级”，
深入传

播生命文化，
以创新铸就服务品牌，
努力打造红十字组织工作聚合体、
红十字业务综合集成体、红十字精
神宣传传播阵地、生命文化学习教
育基地。
该馆也是浙江省首家省级红十
字生命教育体验馆。目前，全省各
地通过财政支持、社会捐助、整合资
源等方式，累计投入资金 8000 余万
元，
建成覆盖人的生命全周期，
集知
识展示与学习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生命教育体验馆 96 个，累计逾
300 万人次参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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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云芬）近日，云南
省红十字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
六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总结
了 省 红 十 字 会 2022 年 以 来 的 工
作，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并审
议通过《云南省遗体捐献管理办法
（试行）》。云南省副省长、省红十
字会会长李玛琳出席会议并讲话。
2022 年以来，省红十字会践
行省委关于“三法”
“ 三化”的工作
方法及要求，重点工作全面落实，
“三救”
“ 三献”核心业务及人道资
源动员提质增效。参加了省抗震
救 灾 指 挥 部 举 办 的“ 云 震 应 急 2022”演习，完成了“5 · 21”漾濞地
震灾害重建援助的 7 所受灾卫生
院（室）和学校灾后重建项目，
及时
组织红十字救援力量参与宁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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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救援救助工作；
应急救护培训融
入“红十字生命教育”，截至 7 月
底，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培训持证初
级救护员 54021 人，普及应急救护
知识 182412 人次；2022 年度“红十
字 博 爱 送 万 家 ”活 动 受 益 群 众
310673 人次，助学助医助残助困
助老活动持续开展，实施了 11 个
防治艾滋病宣传项目以及肢残患
者假肢安装与康复项目。全省新
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17835
人，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21 例，其中
捐献大器官 72 个、眼角膜 36 枚，
102 人接受人体器官或组织移植；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血样采集完
成 4300 人份，实现造血干细胞捐
献 17 例。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共募
集捐赠款物 3.9 亿元。
邮编：1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