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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红十字志愿者
基层红会信息

岳阳志愿者助力高考

本报讯 （岳红）近日，湖南
省岳阳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志愿服
务组织联合会组织 16 支社会公
益团队、近 300 名志愿者穿着红
马甲，赶赴主城区5大考点，全力
助力高考。

庄河开展高考护航志愿服务

本报讯 （刘思齐）日前，辽
宁省庄河市红十字会组织志愿服
务队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考护
航志愿服务活动，为考生保驾护
航。

阿荣旗开展助力高考活动

本报讯 （阿红）6月 7日，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红
十字会联合旗交通局积极组建博
爱送考车队，开展“爱心送考生·
助你圆梦想”活动。

定西开展消杀助力高考

本报讯 （定红）6月 5日，甘
肃省定西市红十字会组织安定区
红十字会、市博爱应急救援队、市
红十字红星志愿服务队，深入安
定区东方红中学高考考点，对考
场和公共卫生区域进行全面消
杀，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

新建区开展助考志愿服务

本报讯 （新红）6月 7日，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红十字会在新
建二中考点设立红十字服务点，
开展为期两天的红十字爱心助力
高考志愿服务活动，为高考学子
及家长免费提供医用口罩、考试
用品、饮用水、急救用品等服务。

吉州区开展生命教育宣讲活动

本报讯（陈晓云）5月31日，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红十字会宣
讲团走进吉州区爱与榜样培训学
校，开展“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生命教育宣讲活动。

利川为家政员工开展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 （利红）6月 1日至 2
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利川市红十字会家政服务企业
职工开展救护员培训，70名学员
参加并通过“结业测验”。

河东区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课

本报讯 （河红）6月 2日，山
东省临沂市河东区红十字会联合
区教育和体育局、区融媒体中心
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公开课云直
播活动。

西山街道组织上门义诊

本报讯 （西红）6月 2日，湖
北省鄂州市西山街道红十字会、
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上门义
诊，接受义诊咨询200余人，发放
药物价值 5000余元，发放宣传折
页300余份。

晋安区红十字课程进党校

本报讯 （晋红）6 月 1 日，福
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委党校邀请
福州市红十字会调研员和师资
为区 2022 年科级干部进修班学
员讲授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知
识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近 50
人参加。

北湖区应急救护普及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北红）近日，湖南
省郴州市北湖区红十字会组织救
护师资先后走进北湖实验学校、
市八完小、保和中心学校及石盖
塘中心学校，组织师生开展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及防溺水演练。

金牛区应急救护普及培训进党校

本报讯 （金红）6月 7日，四
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到区
党校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培
训，共47名学员参加。

东营区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刘旖晗）6月 2日，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到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开展防溺水
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高港区为景区提供安全保障服务

本报讯 （高红）6月 3日至 5
日，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红十字
救援队走进海军舰艇文化园和雕
花楼两个景区，保障端午节期间
游客安全。

溧水区开展义诊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 （葛润苏）6月 6日，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
永阳街道石虎名苑社区和溧水爱
尔眼科医院联合开展“六六爱眼
日 光明进社区”暨溧水区红十字
会“博爱光明行”义诊活动。

一个“不务正业”的店长
——记江西省万安县红十字志愿者康赟

■ 罗莺

千里赣江最险处十八滩有一座
滨江小城——江西省吉安市万安
县，这里养育了一群坚韧、向上、有
爱、可爱之人。1974 年，康赟出生
在这片古色古香的土地上，从小听
着十八滩故事长大的她，性格豪爽、
积极乐观、热心热情。康赟30多岁
时下岗，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与人合
伙开了一家美容店。2016年，她走
上爱心公益之路，这在合伙人看来，
是典型的“不务正业”。但作为江
西省吉安市万安县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的发起人、副队长兼采购部长，五
年多来，康赟始终牢记当初加入志
愿服务队时的誓言，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
神，顶着“不务正业”的帽子，她成为
了服务队的领头人、康大姐，群众心
中的贴心人、至亲人，连续多年被评
选为“万安县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

“万安县红十字会理事会优秀理
事”，2021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红十
字志愿者。

“我是理事，必须要带头”

“看到袁会长一个人为开展爱
心活动奔走，我就觉得我要出些
力。”说起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成
长，康赟有太多感触。2016 年，县
红十字会从县卫计委独立出来，只
有一个“光杆司令”，就是康赟所说
的袁会长——袁隆彪。听说袁会长
想拉起一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
做点实事，康赟心动了。在此之前，
她一直在做志愿者，尝试着做公益，
因为没有组织，经常是哪里需要就
往哪里去。她想，如果有这样一个
组织，做志愿者就更有方向，更有力
量了。她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又
动员平时几个在一起做公益的朋友
一起加入，一支由 5 人组成的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康赟担任

理事。没有队员，康赟带头到各行
各业去挖掘动员爱心人士加入；没
有活动经费，就搞义卖、办慈善晚
会、街头募捐……“什么能‘化缘’来
款物，就搞什么”；没有活动经验，就
自己摸索。

2017年春节前夕，为响应助力
脱贫攻坚，服务队决定开展春节送
温暖活动，但经费从哪来，大家心里
都没底。看着大家一筹莫展，康赟
主动把筹款的任务领了回来，厚着
脸皮发动亲朋好友捐款，这个几十，
那个几块，自己带头捐，最终募捐到
7000多元，给2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
了温暖，看到走访户舒展的笑容和
满眼的感激，那一刻，康赟觉得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前的困难也
一定是暂时的。

在康赟这样“忠实粉丝”的带动
下，借助一个一个的小活动，把一颗
又一颗的爱心点亮。在康赟的影响
下，店里不少顾客也成了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的一员，合伙人也慢慢改
变看法，默默地参与到服务队的志
愿活动中来。5 年时间，服务队由
当初的5人发展到今天的100余人，
探索开展扶老爱幼助学、关爱特殊
群体等志愿服务活动80场次，服务
群众 8000余人次，打造了“红丝带
系着爱”（关爱留守儿童）“天使之
翼”（关爱白血病儿童）“暖阳行”（关
爱老人）等一批志愿服务品牌，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也成为文明城市创建
中的靓丽风景。

2020 年春，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全城进入网格管控状态。听说
各社区在召集志愿者，康赟主动请
缨，成为了一名抗疫志愿者，带领 3
支小分队，坚守在县城各个网格点
上站岗执勤，这一站就是近三个月。
白天，配合社区逐户逐户上门宣传、
公共区域消杀、卡口执勤，晚上联系
志愿者，自己出钱买方便面、烧开
水，给仍在卡口执勤、忍受冷风凄雨

的志愿者送去关爱和温暖。对于每
天一早就出门，半夜归来，顾不上瘫
痪在床的父亲，顾不上年迈的母亲，
更顾不上自家店的生意，自己亲自
出力，还出钱的行为，丈夫曾一度怀
疑自己的妻子“脑子进了水”。面对
丈夫的质疑，康赟理直气壮“作为公
民，志愿抗疫义不容辞；作为志愿
者，我是理事，我必须要带头”。在
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万安县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共有227人次参与到疫
情防控中，累计服务时长 1800多小
时。

“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不能辜负”

康赟为公益的决心，大家有目
共睹。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拉起来
没多久，队员们便推选她为副队
长。康赟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高，
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于是自告奋
勇提出担任采购部长。在大家眼
里，康赟是个风风火火的女汉子，
能干事，为人也大方。据说合伙开
店这几年，康赟时常不在岗，顾客
讨价还一概不还价，气得合伙人几
次想撤离，不与如此“不务正业”之
人为谋了。现在，让如此大方大度
的“康大姐”来担任采购部长，大伙
心里着实没底。但一时又找不到
合适人选，康赟坚毅的眼神最终让
大家同意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康
赟是服务队里最佳采购员，没有之
一。

康赟深知每一分善款的来之不
易，也代表一份爱心，如何让有限的
捐赠资金发挥最大的爱的效应，对
于一个采购员来讲，就必须“斤斤计
较”，当好“守财奴”。为保证采购物
品质量，康赟选择商超，但商超物品
都明码标价，不还价，康赟不怕，自
有她的办法，照常砍价。带领几个
队员，跑遍全城所有商场，拍照、比
对，选定需购产品后，直接找到老板
砍价，最终以全城最低价购买。

大伙对康赟以超乎想象的低价
买到高质量的产品赞叹不已，更为
她的“斤斤计较”、“铁面无私”惊叹
不已。2021年春节前夕，康赟再次
采购春节暖心包物质，照常货比多
家后，选中了志愿服务队家属经营
商超的果脯，经双方谈定，以最优
惠的价格拿下。年后，康赟再次去
商超购买生活用品，无意间发现上
次购买的果脯大降价，价格比自己
购买时低了 3 元一斤。当时如果
以这个价格购买就能多置办几个
温暖箱，给困难群众多送去几份温
暖。康赟越想越生气、难过，表示

“以后再也不去那家商超购买商品
了”。

大伙都劝导她“又不是自己的
钱，没必要得罪人”。康赟听后，很
严肃地说：“每一分钱都是爱心人士
捐赠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每一
分钱都应该好好珍惜，我不能辜负
了这份爱心。”商超老板得知后，也
为康赟的言行感动，主动找到康赟
道歉，并承诺以后公益采购，全部以
最低价交易。

不久之后，康赟再次被推选为
副队长，这一次，她没有推辞，采购
部长也继续兼任着，非她莫属。

“我们是一家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康赟不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但
她是最贴心，对待队员就像家人一
样，无微不至，大家都愿意叫她“康
大姐”。队员有什么困难，她都主动
伸出友爱之手，并且乐此不疲。有
位队员，突然遭遇破产、离异，一度
丧失生活的信心，康赟得知后，第一
时间找到她，同她谈心，帮助她重新
树立生活的信心，好好把儿子养育
成人。同时说服合伙人，同意其到
店里做事，帮助度过难关。

2020 年 12 月 29 日凌晨，已经
入睡的康赟接到另一队员家属的求
救电话，原来是队员与爱人吵架，负

气离家出走，半夜未归。康赟立刻
起身，召集人员，冒着夜色和寒冷寻
找，经过多方联合，终于找到队员。
康赟耐心劝解，帮助队员回到家中
与爱人冰释前嫌，避免了悲剧的发
生。

因为自己年迈的双亲生活不便
因素，康赟特别关注孤寡老人的生
活。闲暇之余，时常利用自己所学，
传授老人健康生活知识，帮助行动
不便老人推拿按摩。因她性格活
泼，爱好文艺，经常自发组织其他志
愿者一同到社区、敬老院等，陪老人
聊天，为老人修剪指甲，给老人表演
节目等，深得老人喜欢。

2020年，在一次协助社区开展
调查时，康赟发现一位独居智障老
人，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张床上脏乱
不堪，看到有人来探望，老人藏不住
欢喜的眼神深深印在康赟的心里。
康赟决定，把老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坚持每个星期至少一次探望，给老
人带去热饭热菜，帮老人洗脸、换洗
衣物等。在康赟的影响下，家里其
他成员也加入到关爱老人行动中
来，在康赟忙不过来时，接替探望。
慢慢地，老人家竟然能认出他们了，
看到他们的到来，远远地就露出笑
容。

不仅如此，康赟个人持续帮助
“三胞胎”困难家庭三年，支助困难
学生完成学业……康赟不求回报的
举动，不是亲人甚是亲人的关爱，得
到街坊邻居的点赞。康赟总是笑着
说“我们是一家人，他们都是我的亲
人”。

“我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就是
希望身边的人能开开心心，这样我
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在康赟的心
里，志愿服务、爱心公益已经成为她
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条爱和幸福
的路上，她就像一盏明灯，照亮着他
人，也照亮了自己。

青春六月逐梦季，启程护航正当时
安徽合肥长丰县红十字救援队开展“平安长丰 高考保障”活动

本报讯 （长红）6月 6日，在安
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红十字会的精心
策划下，县红十字救援队联合县手
牵手志愿者协会开展“平安长丰高
考保障”启动仪式，50 余名爱心车
主参加。

活动现场，爱心车主在自己的
车辆引擎盖上张贴“免费接送爱心
送考”字样。长丰县交警大队队长
曹霄天提醒大家在接送考生的过程
中，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
行车，确保考生绝对安全，服从现场
交警指挥。救援队队长颜庄民向大
家讲解了活动打卡签到、防疫防暑

物资补充、特殊情况处理等事项。
爱心车主还领取了爱心企业现场捐
赠的矿泉水、口罩等物资。

6月 7日早 7时，参与车主就近
赶到水家湖各宾馆、小区周边待
命，部分车辆随机游弋在马路上，
随时准备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送考
服务。与此同时，救援队队员们按
照分工来到各自保障点，摆放救护
箱、跌打损伤喷雾剂、矿泉水以及
医用口罩等医用、防疫物资，为考
生及家长提供必要的医疗及防疫、
消暑服务，并协助考点城管、交警
维护现场秩序。

云南临沧凤庆县人民医院博爱儿童乐园开园
本报讯 （马静 伍菊英 华双

喜）儿童节前夕，“99 公益日·凤庆
县人民医院博爱儿童乐园”举行开
园仪式。该项目于 2021年 9月，由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
室、县卫生健康局等多部门响应全

国红十字系统参与腾讯“99 公益
日”人道资源动员活动的号召发起，
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全县各级各部门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和积极
参与，全县共组建爱心筹款队伍
146支，6253人次参与奉献爱心，筹
资额达13.25万元。

（上接一版）
专家评审团由省红十字会、政

府办、财政局、扶贫办、农业局、药茧
办、审计局等分管项目的负责人组
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评审团从项目执行理念、硬件建设、
软件建设、生计发展四个方面对评
审对象进行全方位评比打分，从 30
个博爱家园项目申报村中遴选出
20 个符合条件的村启动博爱家园
项目。

“此次采用遴选机制，是为了打
破过去在每个乡镇平均分配项目的
局面。”时任英山县委常委、副县长
蔡文男出席了这次会议。多年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湖北省、英山
县红十字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
脱贫攻坚，将防灾减灾与护农减贫
有机结合，在全县建成近百个博爱
家园项目村，探索出以项目资金为
抓手，执行项目申请、评审、评估、督
办、审计5大机制，推动项目高质规
范开展，为英山县深度贫困乡村脱
贫出列做出贡献。

“但是，再实施新的产业项目，
我们对项目村的执行力提出更高要
求，比如投资项目要提交有理有据
的可行性报告，要进行严格的成本
测算，要追求更高的利润转化率

等。”蔡文男说：“总之一句话，要把
项目的钱当成自家的钱，不仅要花
在刀刃上，还要赚更多的钱。”

英山县孔家坊乡闻家冲村开展
的生姜种植基地项目就是在这种遴
选机制下发展起来的产业项目之
一。“该村的一大优势是有一个有想
法、有能力，积极进取的领导班子”
——在申报红十字博爱家园生计项
目时，村党支部书记杜勇率队考察、
讨论，提出了多个产业发展方案，最
终决定发展生姜种植。杜勇在陈述
中一一列举了村集体讨论出的方
案，村里动员农户流转 170 余亩土
地，投入项目给予的产业发展金 15
万元，与安徽省一家生姜种植和贸
易企业合作，成立种植合作社，村集
体占股 10%，还派出团队参与生产
经营，学习种植技术并参与拓展销
售渠道。这样充分考虑到产业发展
前景的方案让项目评审们眼前一
亮，纷纷为闻家冲村投下信任票。

一年后，闻家冲村集体获得生
姜种植分红4.8万元，大家一致决定
将这笔钱用于购买拖拉机，投入扩
大再生产。参与合作社的农户不仅
获得每亩地合计上千元的土地流转
金和补贴，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领
取工资。此外，企业额外赠送给合

作社 2 万斤姜种，合作社决定增加
80亩地种植生姜，争取可以自己发
展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生
姜贸易一条龙产业。

一任接着一任干

2022年春，蔡文男结束了在英
山的两年挂职生涯，对于中国红十
字会通过“博爱家园”等项目助力英
山产业发展，他深有感触：“红十字
会在英山开展的产业项目都是小项
目，涉及的产业发展金从十几万元
到数十万元不等，但对一个村来说，
这笔资金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可不
小。全县百余个项目点的产业发展
资金累计达数千万元，为英山县产
业振兴提供了不小的动力。”

蔡文男回京之前最放心不下的
一个产业项目就是草盘地镇龙家坊
村茶厂，“这个茶厂关系着周边村组
数十户茶农几百亩茶园的产出收
益，也是红十字人为之接续奋斗的
真实写照”。

2019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直
属机关党委与纪委办公室主任张灏
挂职英山县委常委、副县长。在考
察龙家坊村脱贫生计项目时，他与
村委班子经过数度讨论、选址，决定
新建一座村级茶叶加工厂。

龙家坊村位于草盘地镇东边，
同安徽省毗邻，全村 285 户 1080 人
（当时有贫困户 103 户 291 人），与
岩河岭村、乐园村、甲地河村、孙家
垸村、桃花冲村共同组成草盘地镇
茶叶主产区。独特的地理位置铸
就了龙家坊村产茶叶的良好品质，
可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大多
数村民只能将茶叶采摘后低价卖
给安徽客商，茶叶效益大打折扣。
如果村里有了自己的茶厂，不仅直
接解决了茶农的销售难题，增加了
群众和村集体收入，还能推动当地
群众精细化管理茶园，提升茶园产
量和产值。

在张灏的努力协调下，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龙家坊
茶厂捐赠50万元人民币，当地政府
投入配套资金 100 余万元，茶厂厂
房开工投建。2019 年 11 月 23 日，
茶厂主体竣工。遗憾的是，仅仅一
个月后，一场席卷湖北乃至全国的
新冠肺炎疫情让所有群众的生产生
活停摆，茶厂的开工生产被搁置了。

2020年初，张灏在英山挂职期
结束，与接任者蔡文男交接时，特别
交代要把龙家坊村茶厂项目继续做
下去。疫情缓解之后，蔡文男将重
启茶厂项目提上日程。整整一年，

他和县红十字会多方努力协调引入
一家社会企业与龙家坊村合作，将
茶厂运营起来，定名为“博爱龙坊茶
业”。该企业向村集体支付一年 10
万元的厂房租金，就近收购茶叶并
就地加工，将方便保存和运输的成
品运出获利。

“新茶厂全面建成后，可吸收
50贫困户进厂务工，帮助周边村民
每亩茶叶增收1000到2000元，彻底
解决村民茶叶销售难、加工难的问
题。”龙坊村支部书记刘选发喜笑开
颜。

2022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
公室政策法规处处长刘德锋接过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接力棒，挂职英
山县委常委。交接工作时，蔡文男
特地带刘德锋去往龙家坊茶厂现场
调研。为了让茶厂产生更高收益，
蔡文男有很多设想，例如村委拿出
部分得利增加投入，自购茶叶加工
机械，利用技术和销售渠道，扩大茶
叶生产、加工和销售，引入更多收购
企业和合作方等，让村民有更大的
获利空间。他把这件事关茶厂未来
发展道路的任务交代给了刘德锋：

“一任接着一任干下去，不实现目标
不罢休，这是红十字人在英山的职
责所在。”

一起学急救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进上柏小学开展了以

“生命教育，人道伴行”为主题的急救知识进校园活动，向学生传授心肺复
苏、绳索牵引、担架搬运等应急救护知识，提高学生紧急避险意识和应急
救护能力。图为志愿者在给学生讲解绳索牵引救援技术。 （谢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