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星期二
2022年9月6日

编辑/陈 娟
电话：（010）65597609

我是红十字人基层红会信息

寻找 救护员最美最美

（上接一版）
2008年汶川地震后，蔡文男被

派往四川，深入灾区开展重建工作，
一去经年。为实现“三年任务，两年
基本完成”的目标，他舍小家顾大家，
先后两次推迟本已确定的婚期，工作
足迹遍及几十个受灾县市。2010年
玉树地震，他徒步在海拔超过 3700
米的结古镇调查灾情，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顶着头晕、呕吐等一系列高
原反应坚持工作，及时摸清群众需
求，为精准救援提供可靠依据。

蔡文男最难忘的一次救灾经历
是 2014 年云南鲁甸地震。地震发
生时，他正巧在昆明，与云南省红十
字会合作组织开展供水救援队演练
活动。当晚，他与 3 名省红十字会
同事一起随省长专机飞往昭通，徒
步向震中龙头山挺进。

“沿途山路堆满塌方、滚石，十
几里的危险区，我们连走带爬了近
3 个小时，险些被余震引发的山体
滑坡埋没。”那一夜让蔡文男记忆犹
新：“大致了解灾情并与省政府工作
组开过简短会议后，大家只能露宿
户外，又遭遇了一场大雨，全身湿
透。”

次日，蔡文男即与同事奔波于
灾区，了解受灾群众需求，向中国红

十字会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提供建
议。不久，救援队和物资源源不断
抵达灾区。

“与国内相比，远赴国外救援会
面对更多不确定的艰难。”蔡文男曾
先后 6 次受中国红十字会派遣，执
行菲律宾“海燕”台风、尼泊尔地震、
厄瓜多尔地震、斯里兰卡洪涝、缅北
冲突救援等国际紧急救援任务，并
常驻非洲一年，深入津巴布韦、莫桑
比克等国偏远农村开展饮水安全援
助。

2013年12月，蔡文男作为第一
批赴菲律宾开展“海燕”台风救援的
成员，在交通资源极其紧张、安全局
势恶化、生活物资匮乏的情况下，随
队多方斡旋，历经海、陆、空辗转，将
数十吨救援设备和物资运抵重灾区
塔克洛班，与队友一道在废墟中建
起野战医疗所，让五星红旗在菲律
宾灾区高高飘扬。近一个月时间
里，中国红十字会援菲团队共救治
伤病员 4786人，得到菲律宾政界和
人民的一致赞誉，菲律宾民众自发
在医疗队营地挂上“谢谢你，中国！”
的标语。

多年来，因不断穿行于废墟之
间，奋战于洪流之中，蔡文男成为全
国红十字会系统内顶顶大名的“逢

灾必到的救灾达人”。他积极总结
国内外救灾经验，设计研发了“中国
红十字会灾害管理信息系统”和“中
国红十字会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并
在全国红十字系统部署使用，作为
红十字系统应急指挥平台，在灾害
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文男还把自己的多年救援工
作经验分享给各级红十字会参与救
灾、救援行动的同事和志愿者们。
为助力红十字救援工作高质量发
展，他和同事们致力于红十字救援
队功能多样化、技术标准化、行动规
范化建设。至今，国家级红十字救
援队从“0”开始，逐步发展到 29 支
队伍，涵盖搜救、医疗、供水等 8 个
领域，辐射带动全国 600 余支地方
队伍，在国内重特大灾害救援和国
际人道主义救援领域发挥了突出作
用。

2022 年 3 月，上海再发新冠肺
炎疫情。4月中旬，疫情愈发严重，
为了协调各地援沪物资的接收和发
放，并组织调度中国红十字防疫消
杀志愿服务队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蔡文男再次逆行赴沪。对于一次次
出发，奔赴最危险的救援前线，他已
习以为常：“灾害总有发生，我也一
直在路上。”

成华区开展疫情防控助力工作
本报讯 （成红）近日，根据

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整体部署，四
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围绕

“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持
续深入开展疫情防控助力工作。

新乡6所博爱校医室投入使用
本报讯（新红）8月31日，河

南省新乡市第三十二中学、第十
六中学等6所学校“博爱校医室”
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沧州发放助学金33.3万元
本报讯 （沧红）近日，河北

省沧州市红十字会 2022 年博爱
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
学生 111 名，共发放博爱助学金
33.3万元。

鸡西为校医举办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西红）8月31日，黑

龙江省鸡西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
育局共同举办全市学校保健医应
急救护培训，50余名校医参加。

梁平区博爱助学送关爱
本报讯（李羡权）8月30日，

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联合区血
浆捐献中心为 189名家庭困难大
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16.6万元。

平遥爱心人士捐资助学
本报讯（平红）8月31日，山

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工商界 23 个
单位向县红十字会共捐资 200.9
万元，用于平遥中学的教育发展。

盐城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李志国）9月 1日，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为江苏悦
达汇金实业有限公司 162名职工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栖霞应急救护培训进消防
本报讯（栖红）8月30日，山

东省栖霞市红十字会为市消防救
援大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宜都为高一新生做急救培训
本报讯（宜红）8月31日，湖

北省宜都市红十字会联合市二中
共同举办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活
动，600余名新生参加。

灌云发放“博爱圆梦”助学金
本报讯（灌红）8月31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为
36 名家庭困难的大一新生发放
助学金共计10.8万元。

肥东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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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泽区开展新生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泽红）近日，江苏

省淮安市洪泽区红十字会安排师
资先后走进洪泽湖高级中学、洪
泽中学等 5所中学，为 3607名中
学新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鹤山慰问400户困难家庭
本报讯（鹤红）8月31日，广

东省鹤山市红十字会开展中秋节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慰问
400 户困难家庭，发放款物近 25
万元。

稷山掌上服务大厅上线
本报讯 （稷红）近日，山西

省运城市稷山县红十字会探索
“互联网+公益”合作新模式，正
式上线“博爱通数字红会”综合服
务平台。

宝应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宝红）8月30日，江

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望直港镇红十
字会联合镇慈善分会为 42 名贫
困学生发放助学金总计10万元。

永仁生命健康安全实训室成立
本报讯 （永红）9月 2日，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生命
健康安全实训室正式挂牌成立。

津南区慰问残疾人困难家庭
本报讯（马路）8月31日，天

津市津南区红十字会赴葛沽镇杨
惠庄村慰问8户残疾人家庭。

正定慰问一线防控工作人员
本报讯 （正红）9月 2日，河

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红十字会看
望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合肥举办首届师资实操授课比赛
本报讯 （庐红）8月31日，安

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举办首届红
十字应急救护师资实操授课比赛。

对人民负好责 为人民服好务
8月30日，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受表彰
代表。山东省滨州市红十字会赈灾
救济部部长庄艳获评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是滨州市唯
一获得该项荣誉的工作人员，以下
是她的自述：

我叫庄艳，在滨州市红十字会
从事赈灾救济工作，主要包括备灾
救灾、人道救助、救护培训、造血干
细胞捐献、遗体角膜捐献和器官捐
献等。我还是一名特殊的“邮差”，
之所以特殊，因为我送达的除了爱
心，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生命礼物
——人体组织和器官。

救助贫困学子 一个都不能少

每年 7 月，我会收到不少贫困
高三学子的求助，他们品学兼优，但
因为家庭突遭变故等原因，难以凑
足开学的各种费用。上大学是这些
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出路，也是这
个家庭摆脱贫困的最大希望。在这
个节骨眼上如果能帮一把，他们个
人和家庭的命运将截然不同。可是
援助他们的费用怎么来呢？我首先
想到了动员企业。但一家一家地动
员企业，不仅我和我的同事们时间
精力不足，促成合作的希望十分渺
茫。

找谁？怎么找？我脑海里想了
十几个方案，但随后又否定了这些
方案。最后，我整理了孩子们的高
考故事和家庭情况，抱着试试看的
心情联系了滨州电视台。希望能
通过他们的宣传，动员社会力量帮
助这些学子圆梦。莘莘学子的高考
故事感动了电视台的叔叔阿姨，他
们决定跟滨州市红十字会携手，创
办一个救助栏目。经过多次研究、
磋商，2018年7月5日，全省第一个

大型公益救助栏目——《情暖滨州》
开播了。学子们的故事通过媒体传
播出去，感动了很多人，越来越多的
社会力量加入到圆梦大学的队伍中
来。

从第一期救助 1 名学子，到第
二期救助55名，第三期63名……4
年时间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175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情暖滨
州》成为具有滨州特色、集募捐、救
助、传播为一体的大型公益救助栏
目。栏目开播 5 年来，共募集款物
769.9万元，为576名困难群众雪中
送炭。如今，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
面胜利，收到的求助逐渐少了，但我
每年仍能收到学子的感谢信，委托
我向帮助他们的爱心人士传递感恩
之情。

让无助者有助 让正能量循环

宋海燕是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的保洁员。从事保洁工作十几年
来，她每天凌晨三点半上班，工作十
分辛苦，却仍在工作之余到敬老院
做义工，从未间断。她月收入仅千
元，平日里省吃俭用，却连续多年向
灾区捐款近5万元。她为400余名
身患残疾的学生缝制新棉被，用“妈
妈”般的关怀修复他们受伤的心灵。
她曾帮助12位老人治好了褥疮，又
为25位老人送去了临终关怀。

但不幸的是，2018年3月，宋海
燕在医院检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因
为长年做公益，她没有什么积蓄，治
病让她欠了不少外债。“不能让这位
一辈子做好事的大姐在自己遇到困
难的时候走投无路”，得知大姐的困
难后，我决定和滨州电视台通过《情
暖滨州》节目，发动社会力量一起帮
助大姐度过难关。2018年10月15
日，我们请宋海燕大姐到节目现场
讲述自己的助人故事，并发起募捐
活动，现场募集医疗救助款10余万

元，为大姐治病解决了燃眉之急。
2021年9月30日，我去宋海燕

家中看望她时，她知道自己时日无
多，流着眼泪告诉我，治病欠下的
债，怕是没有能力偿还了，自己觉得
很内疚。我问她：“欠了多少钱？”大
姐颤抖着说：“5万。”绝不能让乐善
好施的大姐临终留有遗憾，可是第
二天就是国庆节，企业、单位都放假
了，眼看着宋大姐的身体怕撑不过
这个假期，我决定通过众筹平台向
社会求助。

短短七天，9 万余元的救助款
通过众筹平台转给了大姐，帮她还
清了债务。深受感动的宋海燕毅然
决定临终捐献遗体、角膜。她的儿
子郑晓龙也决定和妈妈一起，成为
一名志愿者，签署了个人器官捐献
登记志愿书，成为滨州市第1125名
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让生命延续 让精神传承

“器官捐献”这份来自生命尽头
的馈赠，是许多家庭重生的希望。

2010年，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
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
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然而，一
直到 2014 年，滨州的这个职业都
是空缺的，这意味着滨州不能开展
器官捐献工作。那一年，我暗下决
心，考取了协调员证。

然而，有了证，还只是工作的开
始。考取资格证的当年，我遇到了
一例眼角膜捐献。赶赴医院之前，
我在内心反复设想和练习：“见到家
属该怎么说，发生误会冲突要怎么
紧急应对……”

但是，当我真的来到太平间时，
所有的准备工作被眼前的场景打败
了：寂静而压抑的空间里，一位憔悴
的女士跪在停尸台旁，低头抽泣，旁
边躺着她的母亲。如今，母女二人
已经阴阳两隔，多少温馨的画面只

能成为过往和回忆。那是我第一次
体会到无声比哭天抢地更令人心
痛。

那一刻，我杵在原地，意识到此
时那名女儿的悲伤，是再多精心设
计的语言和表达都无法缓解的。捐
献工作，首先要面对的是死亡。血
脉相连，捐献方要接受亲人去世后
还要在遗体上挨一刀，需要承受极
大的痛苦、下多大的决心。

2015 年 6 月，一名捐献者达到
临捐状态，器官获取手术定于凌晨
两点。那是我第一次独立见证器官
捐献。前半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
睡不着，脑海里反复推演：走哪一条
路，避免堵车；从哪个角度看手术现
场，才能避开看到血淋淋的器官；手
术结束后，我要怎样把捐献者的遗
体送到太平间……想到这些，我觉
得头皮发麻，后背一阵凉气，甚至有
些后悔考取协调员证。

医院里，我独自来到手术层；漆
黑悠长的走廊，只有尽头一间亮着
灯，我眼一闭，低着头，几乎是一口
气冲进了手术室。

2小时后，手术结束，我拖着一
身疲惫走出大楼。捐献者的母亲走
了过来，嘶哑地说：“姑娘，谢谢你陪
他走完这最后一程。”看着老人佝偻
的身影，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白发
人送黑发人的悲伤，我再也忍不住
泪水，情绪彻底崩溃。

时刻面对死亡，随时准备被召
唤，抢在捐献者心脏停跳之前赶到
手术室；在死生之间辗转奔波，沉浸
在悲痛中难以自拔，我心里承受着
巨大的压力。但是，这是一份在希
望与绝望、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重
塑生命的工作，咬紧牙关，我扛了下
来。

因为手术的原因，器官获取一
般安排在晚上，手术结束接近凌晨
三四点，这时候，我总是先回单位把

工作干完，等到天亮再回家。就连
怀孕期间，也不得不挺着大肚子走
进停尸房。

我是个青岛姑娘，因为工作忙，
难得有时间回家探望。好几次，人
在青岛就接到了滨州的电话，手术
不等人，来不及和家人说再见，就马
不停蹄地往滨州赶。

做了妈妈后，深更半夜说走就
走，孩子小，哭着喊着要妈妈，我也
不得不扔给老人。有时我也会对家
人深感愧疚，克服困难的心也会动
摇。可每一次亲自见证着可爱可敬
的滨州人的付出，我就被他们感动，
产生了克服困难的无穷力量。

2016 年 7 月，61 岁的共产党员
李承勇戴着老花镜和氧气管，一笔
一划地在遗体捐献申请表上郑重签
下自己的名字。因为癌症晚期，老
人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决定把遗体
贡献给国家的科研事业，把眼角膜
捐给需要的人。给他办理完登记手
续，我看见老人家庄重地紧握右拳，
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一句：中
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幕，我终生难
忘。坚定信念，跟党走，做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对人民负好责、为人民服
好务，就会有使不完的劲儿，就会感
受到巨大的生命价值。

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
8年了，我见证过逝去的人将角膜、
肝脏、肾脏等器官留给重症患者，也
经历了热血青年伸出手臂捐献造血
干细胞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因
为这份爱的送达，86名重症患者重
获新生、92人重获光明！

我已经记不清被感动过多少
次。温暖和力量催生出奋进和成
长，肩负期待和使命，我这个“邮差”
会继续奔跑！

（作者系“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山东省滨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
部长）

开学第一课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在2022年秋学期高一新生军训期

间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图为培训师资现场请同学上台进行实操演
练。 （锡红）

宁波出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推广急救
本报讯 （甬红）近日，浙江省

宁波市应急管理局等 4 部门印发
《“救在身边·救援先锋”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积
极推动该市“救在身边·救援先锋”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
全市消防救援队、安全生产救援队
和乡镇综合救援队的专职队员、社
会应急救援队伍核心救援人员的
红十字救护员持证率达到 100%，
一批核心救援人员持有应急救护
师资证，一批社会应急力量救援队
伍拥有较为标准的应急救护培训
场地。

《实施方案》强调，要强化组织
领导。成立“救在身边·救援先锋”
行动工作小组，组织实施专项行
动。要强化经费保障。相关职能
部门要根据任务分工统筹安排“救
在身边·救援先锋”专项行动。各
级红十字会可通过社会捐赠，为社
会应急力量救援队伍配置AED、应
急救护一体机、应急包等提供支
持。要强化监督评估。各级应急
管理部门要会同当地民政、消防救
援部门、红十字会等，每季度报告
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对工作进展缓
慢、工作力度薄弱的地区开展督促
检查。

江苏阜宁双胞胎兄弟接受捐助后感恩回信红十字会

以爱之名，双向奔赴
本报讯 （张悦）“当你被光照

耀时，你也必将变成光，感谢红十字
会照亮了我在慢慢长夜里的求学
路。”8月 31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
县红十字会收到两封来自双胞胎祁
氏兄弟的感谢信。

在祁氏俩兄弟求学期间，他们
的母亲不幸查出癌症，巨额的医疗
费用对他们的家庭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但两兄弟相互鼓励，携手前行，
与家人一起度过最为艰难的时期，
并在今年的高考中获得优异成绩，
双双被211学校录取。县红十字会
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立即将他们
纳入今年资助范围。

8 月 30 日，县红十字会举办

2022年“圆梦起航——红十字博爱
助学”大学生助学款发放活动，祁
氏双胞胎兄弟一人获得由市红十
字会资助的助学金 4000 元，一人
获得由县红十字会和剑之锋有限
公司联合设立的“感恩利民助学
金”4000元。

令人感动的是，第二天，两兄
弟一起来到县红十字会办公室，送
上了他们的感谢信，并主动询问如
何成为一名志愿者，加入县红十字
会志愿服务队。“真的很感谢红十
字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想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多参加志愿活
动，回馈红十字会，回馈社会。”两
兄弟说。

江西万载县志愿者路遇车祸出手救人
本报讯 （万红）8 月 31 日 14

时许，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红十字
志愿者郭和平从市区返回万载途
中，遇到一辆小车因车速过快失控
侧翻并撞上路旁行道树。郭和平见
状，立即停好自己的车辆，在确保安
全的情况下上前察看并出手相助。

郭和平发现，司机意识清醒，但
因车辆安全气囊弹出，卡在车子里
面动弹不得。他细心地询问了司机
的身体状况，在得到司机身体没事
的肯定答复后，先请周边路人帮助
疏散围观人群并帮忙维护现场交通
秩序，在确保现场环境安全的情况
下，与路人一起将侧翻90度的车辆

翻转过来，撬开车门，将司机搀扶到
一旁休息，及时拨打 120 及报警电
话后，随即默默驾车离去。

郭和平是万载县红十字志愿者
协会的成员，通过应急救护员培训
考核取得了红十字救护员证书，多
年来积极参加县域内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和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平时经
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参与急救培
训课程，并多次深入学校、社区等开
展应急救护、防溺水等应急知识普
及活动，赢得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
出援手，这是作为红十字志愿者的
职责与使命。”郭和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