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西•南北

星期五
2019 年 1 月 4 日

基层红会信息

靖安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本报讯 （黎晓梅）近日，民
革华东交大理工学院支部通过江
西省靖安县红十字会向周郎村捐
款 5 万元，用于该村“农家乐”旅
游建设。

汉滨区成立救援培训中心
本报讯 （汉红）近日，陕西
省安康市汉滨区红十字水上救援
培训中心挂牌成立并全面投入使
用。该中心主要职责是开展应急
培训、专业潜水、队员自救、水上
营救、水面救生以及各类水域救
援装备等训练，推广普及群众性
水上安全救生知识。

黄山举办统计工作培训班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
省黄山市红十字会举办全市红十
字会统计工作培训，黄山市红十
字会全体人员、各区县红十字会
负责统计业务工作人员共 14 人
参加培训。

温岭海上急救志愿队
获“中国海上搜救奖”

种下梦想的种子

东城区推选“十佳百优”
本报讯 （东红）近日，北京
市东城区圆满完成 2018 年北京
市红十字“十佳优秀红十字青少
年活动”和
“优秀红十字青少年会
员”推选工作，与往年相比，2018
年优秀红十字活动申报参与学校
增长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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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中国红基会
“六个核桃·读书慧”
项目有感
■ 胡江艳
2018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我和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六个核桃·读书
慧”
项目组一行，
赴陕西省西安市鄠
邑区、周至县、蓝田县 6 所学校书屋
实地回访。两天的经历，
感触颇深。

孩子的梦想
到达周至县哑柏中心学校时，
正是课间时分，
冬日的阳光下，
无忧
无虑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忘情地追逐
嬉戏。
看到我们走进校园，孩子们停
了下来，一个个用怯生生的充满好
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在和校方沟
通后，我们邀请了六年级（1）班的 8
名同学，
让他们谈一谈读了
“六个核
桃·读书慧”
项目捐赠的图书后有什
么感想。
孩子们有些腼腆，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社会监督巡察员王瑄老师极
有耐心，
用轻柔的声音，
让孩子们一
点点敞开心扉。
“你们看到这批书的
牌匾上写的什么吗？”
“ 你们看过哪

些 书 ？”
“你最喜欢书中的哪个角
色？”
“ 你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为
什么？”
在王瑄老师循循引导下，孩子
们终于勇敢地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梦
想。杨铭熙同学爱读《淘气包马小
跳》，认为马小跳很有思想，她想当
一名教师，
培育更多的学生；田乐同
学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表达内心深
处的愿望，小小的会议室顿时热闹
起来。
“六个核桃·读书慧”
项目给山
里孩子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从孩子
们自信的眼神中，我仿佛看见了未
来的教师、
医生、
足球运动员……
我们静静地听孩子们表达自己
的愿望，
那一瞬间，
我仿佛感到有神
奇的光环笼罩在王瑄老师身上。从
她的脸上，我看到了一名红十字志
愿者的爱心和投身红十字事业的决
心。

校长的鞠躬
到蓝田小寨镇西坡学校时，校

长亲自给我们打开校门。
由于孩子们正在上课，我们便
在校长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等候。
这是一所不完全小学，6 个年
级共有 41 名学生，8 名教师。校长
感激地说，西坡学校是第一次接受
捐赠，
这批图书填补了学校的空白，
老师们以后不用再为孩子们没有课
外读物发愁了。
图书到达当天，孩子们围在未
拆封的新书周围欢呼雀跃，兴奋不
已。8 名老师连夜整理图书，进行
分类编号，
让孩子们能早日借阅。
山里的孩子接触外面世界的机
会太少了，
电视、
书籍是他们了解外
界的仅有的渠道。说到动情之处，
年轻的校长起身，向我们深深鞠了
一躬。
我们慌忙起身，
霎时，
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感谢这些大山深处的年
轻而敬业的教育者。
当我们走出西坡学校——这所
连校名还没有挂的学校时，校长握
住我们的手，
一再说着谢谢。
我们走向路边停靠的车，正要

上车时，我看见校长依然站在校门
口，一名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在他旁
边，一起冲我们挥手。校长的话在
我耳边响起：
“我们会向每届学生说
明这批书的来源，让孩子们常怀感
恩之心，
并传承这种服务社会、
关爱
他人的精神……”
汽车缓缓行驶。回头望去，校
长和小女孩仍在向我们的车挥手，
人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两天的回访，我真切地看到了
乡村孩子们对书籍的渴望，真切地
感受到了乡村教师质朴的奉献情
怀，真切体会到了红十字志愿者认
真细致的工作态度。
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透过
窗外，
偶尔能看到星星点点的野花，
让人感受到寒冬里的勃勃生机。
我又想起了孩子们那期盼的目
光、自信的眼神、稚嫩的声音、纯真
的理想……我知道，梦想的种子已
经种进了孩子们心里，
不久的将来，
孩子们心中将绽放鲜艳的花朵……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
会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

肥东爱心企业送温暖
本报讯 （庐红）近日，安徽
皖信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向合
肥市肥东县红十字会捐款 5.5 万
元，救助该县贫困户、困难学生、
敬老院及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等。

广水召开会员志愿者培训会
本报讯 （刘小斌）近日，湖
北省广水市红十字会召开 2018
年会员志愿者培训会议。程开
军、王洁、熊萍获评年度优秀红十
字志愿者。

海门召开“三献”工作会
本报讯 （海红）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海门市人民政府召开全
市“三献”工作总结表彰工作会
议，表彰在“三献”工作中取得突
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

新乡开展助学活动

战友，
战友
，再见
再见！
！

本报讯 （新红）近日，河南
省新乡市红十字会联合牧野小白
象口腔门诊部共同举行了第四届
“小白象牙科励志奖学金”颁发仪
式，为新乡医学院的 8 名学生发
放 1.6 万元奖学金。

东营考核博爱家园项目
本报讯 （东红）近日，山东
省东营市红十字会对 7 个博爱家
园项目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全面考
核，并进行了全方位评估打分，为
项目进一步推进做好准备。

温岭微电影作品获奖
本报讯 （罗宝忠）近日，在
浙江省台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美丽台州——纪念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的 微 电 影 大 赛
中，温岭红会报送的《生死 12 小
时》荣获本次大赛二等奖。

吴江区护航万人跑
本 报 讯 （乔 煜 青）近 日 ，
2018 吴江区第十九届“农行杯”
万人欢乐迎新长跑开跑。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的 18 名
志愿者在现场为迎新长跑保驾护
航。

——追记泸州市红十字会救援队搜救犬猪小贱
■ 宗合
1 月 2 日下午 3 时，四川警察
学院战训基地，泸州市红十字会
救援队、四川警察学院应急特勤
大队队员们穿戴整齐，
脱帽肃立，
眼含热泪。此次相聚，不是为了
演练，也不是为了出征，
而是送别
一位特殊的战友——因公殉职的
3 岁搜救犬猪小贱。
在鲜花的簇拥中，昔日聪明
调皮，伶俐可爱的战友此刻双眼
紧闭。欢快奔跑的身影，清脆悦
耳的吠叫，都成了永远的记忆。
人群中，
不时传出低低的啜泣声。
搜救犬凭借灵敏的嗅觉，可
以发挥一些先进的探测仪器所不
具备的能力，其平面搜索直径可
以达到百米以上，地下纵深可达
数米，一条训练好的搜救犬具备

30 至 50 人的搜救能力。
2008 年，泸州市红十字山地救
援队队长肖兵和队友建立了泸州搜
救犬基地，这是全国最早的民间搜
救犬基地，这里驯养的搜救犬参与
了此后的很多救援行动。
猪小贱是一只英国史宾格犬，
它的父亲曾在地震、洪水、冰雪等灾
害救援中屡立战功，是目前四川省
唯一获得过功勋奖章的搜救犬。
回忆起当年选拔猪小贱作为搜
救犬的情景，市红十字山地救援队
队长肖兵记忆犹新。经过前期多方
面的测试和观察，
猪小贱脱颖而出，
但它精力旺盛，
总是调皮捣蛋，
在科
目训练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为了
将猪小贱培养成一条合格的搜救
犬，
肖兵付出了不少心血。
通过近一年的反复训练，肖兵
终于让猪小贱克服了登车训练、高

台跳跃、过独木桥等障碍。
1 岁半时，猪小贱首次独立完
成了搜救失踪者任务。此后，猪小
贱还参与了 2017 年 8 · 8 九寨沟地
震、2018 年 12·9 叙永山体滑坡等救
援行动。
泸州市红十字救援队前副主
席、猪小贱训导员余洪林说：
“ 小贱
非常贪玩，
它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
但只要到了事故现场，它都会变得
极度专注。它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2018 年 12 月 9 日 16 时 20 分，
四川泸州叙永县分水镇分水村一社
叙威高速路一施工处发生山体滑
坡，导致部分房屋垮塌，12 人被掩
埋在废墟中。猪小贱参与了此次搜
救行动。
四川警察学院应急特勤大队副
队长姚森瀚说：
“叙永山体滑坡救援
那天晚上，
天气非常冷，
队员们穿了

几层保暖衣仍旧冻得发抖，但是
猪小贱一直在坚持，除了正常休
息外，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
搜救。”
山体滑坡后，救援人员在废
墟上划分了区块，逐块排查。猪
小贱在搜救中不慎接触了有害物
质。搜救任务结束三四天后，猪
小贱生命垂危，
一直在抢救中。
1 月 1 日凌晨，猪小贱因肝衰
竭抢救无效，
再也没醒过来。
“猪小贱在红十字山地救援
队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为它举
行送别仪式，希望通过这样的仪
式，让所有山地救援队队员认识
到应急救援工作的艰巨，以及对
社会的意义，希望大家继续践行
红十字精神，在以后的救援工作
中冲锋在前，勇立战功！”泸州市
红十字会综合科科长胡坤说。

本报讯 （罗宝忠）近日，浙
江省温岭市红十字“海上急救志
愿队”暨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
“海
上飞虎队”被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授予
“中国海上搜救奖”。这是全
国首家获得该奖项的医院。
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从
1989 年就开始组建海上急救党
员志愿队，29 年来，共出海施救
330 余 次 ，海 上 行 程 43700 余 海
里，救治渔民 480 余人次。在 330
余次的海上抢救中，最长的一次
是历时 76 小时，被当地群众称之
为
“海上飞虎队”
。
急救志愿队除在海上搜救水
域规定责任区范围与政府开展联
合救助外，还联合海上作业渔民
共同开展救助行动，在多次海上
应急救援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其搜救海域范围北到
济州岛、东到钓鱼岛、南到台湾海
峡，平均搜救距离约 100 海里，最
大搜救范围可达 86 万平方千米。

阜阳2018年
实现12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宋萍）2018 年 12 月
25 日，安徽省阜阳市实现 2018 年
第 12 例人体器官捐献，这也是安
徽省 2018 年实现的第 100 例人体
器官捐献。
该例捐献者为阜阳市颍州区
的刘某，他因特重度颅脑损伤导
致呼吸循环衰竭，靠呼吸机维持
生命。当他的儿子得知父亲的器
官还可以救人时，说服了母亲及
叔叔，忍痛捐出父亲的器官。他
说：
“我现在感觉父亲还活在世界
上，希望受捐者今后也能去帮助
别人，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近年来，在安徽省红十字会
“三献办”及捐献定点医院的努力
下，全省人体器官捐献数呈快速
增长趋势，2018 年全年成功实现
捐献 100 例。2018 年，阜阳市红
十字会携手中科大附属第一医
院，
进一步加大捐献宣传力度，
全
年实现 12 例器官捐献，15 例角膜
捐献，
捐献数位居全省前列。
阜阳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感谢每一位捐献者的大爱
奉献，希望更多的各界爱心人士
关注器官捐献这项让生命延续的
事业。

深圳红会160余万元物资
支援贵州毕节
本报讯 （鹏红）2018 年 12 月
26 日凌晨 3 时，广东省深圳市红
十字会赈济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挥汗如雨，将一批棉被、外套、
文具、童装等价值 160 多万元的
物资进行打包装车和发运。
12 月 28 日，运送该批救助物
资的车辆到达贵州省毕节市，毕
节市红十字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物资分配方案，并调动各县红十
字会协调车辆进行物资分配。
深圳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 博爱送万家”济贫助困活
动是一件温暖人心、稳定人心的
惠民工程。深圳市红十字会通过
调拨救助物资支援西部贫困地
区，希望毕节市受助群众能够树
立信心、克服困难，
在红十字会和
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关爱下，尽快
实现脱贫，
开创幸福新生活。

唐山为自闭症儿童圆梦
本报讯 （唐红）近日，河北
省唐山市红十字会、唐山银行联
合举办圆梦微心愿暨 2019 元旦
联欢会，为 84 名自闭症儿童实现
微心愿。

临沂向县区下拨救护教具
本报讯 （临红）近日，山东
省临沂市红十字会向各县区下拨
了价值 4.5 万元的救护教具，包含
成人心肺复苏模拟人、婴儿复苏
模拟人以及简易复苏模拟人，共
计 68 套。

绍兴召开医疗红十字工作会
本报讯 （郑耀）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红十字会联合绍兴市卫
计委召开 2018 年度全市医疗红
十字工作会议。

石嘴山开展地震应急演练
本报讯 （石红）近日，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红十字会在
市第 13 小学开展应急避险疏散
演练活动，该校 1300 余名师生参
加演练。

以爱心致青春
——记淮南市红十字志愿者、滁州市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张涛
■ 陈玉琴
2018 年 12 月 24 日，在安徽滁
州上大学的淮南市红十字志愿者张
涛迎来了 18 周岁生日，这也是他第
一个离开家没有亲人陪伴的生日。
当天，他来到滁州市中心血站，
以献
血和留取造血干细胞捐献样本的方
式，作为自己成年的特别纪念。
张涛的妈妈在淮南市红十字会
所在的办公楼工作，她经常和儿子
说起红十字会开展的一些有意义的
活动和志愿者的感人故事，妈妈的
话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涛。
2018 年暑期，刚结束高考的张
涛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报名加入
志愿者队伍。
张涛一到红十字会就担起了重
任，协助录入全国志愿服务系统、参
加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参加

应急救护培训等志愿服务活动……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细心的张涛还每天从媒体上搜
集有关红十字会和正能量的各种报
道，发到淮南市红十字志愿者微信
群里供大家分享。这个暑期，张涛
被淮南市红十字会评为暑期志愿服
务优秀志愿者。
在志愿服务中，捐献造血干细
胞挽救生命的很多故事对张涛触动
很大，
他很想加入中华骨髓库，
但因
为年龄限制，
这个心愿未能实现。
新学期开始后，张涛加入滁州
学院爱心社，
成为一名志愿者，
这个
新来的
“老志愿者”一加入组织就令
同学们刮目相看，他轻车熟路地组
织了做爱心协警、看望孤寡老人等
爱心活动。
2018 年年底，18 岁的生日终于
到了，妈妈打来电话问他想要什么

礼物，
张涛胸有成竹地告诉妈妈：
自
己早有打算，准备过一个特别的生
日。
2018 年 12 月 24 日，张涛上完
上午的课，利用课余时间悄悄来到
此前他参加过志愿服务的地方——
滁州市中心血站，兴奋地告诉工作
人员，自己今天满 18 岁了，可以献
血和采样了。
再次看到这个可爱憨厚的大男
孩，工作人员忍不住笑了。他们为
张涛穿上红十字马甲，拍照留念。
随后，张涛捐献出 300 毫升血液，并
留下血样，
加入中华骨髓库。
拿着两个捐献证书，张涛腼腆
地笑了，他说：
“ 下一个愿望就是等
着配型成功的消息了。我还想向学
校申请成立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让
更多同学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一起奉献爱心。”

帮
“小海豚”长大
湖州市红会关爱器官捐献者子女
本报讯 （湖红）湖南郴州的
小朋友佳佳日前回到家，收到了
浙江湖州的莘阿姨寄来的礼物
——一条毛衣和围巾。
“佳佳，
新学校适应了吗？”刚
坐下，手机里就收到了莘阿姨的
微信。
“ 嗯，还行的。”佳佳高兴地
回复。
“ 相信你，阿姨和你比赛。”
“好的加油，看好你呦，也看好我
啦，
嘿嘿。 ”
佳佳和莘阿姨远隔千里，因
为一个美好的约定，
成了好朋友。
这个约定，就是湖州市红十字会
今年开展的关爱器官捐献者子女
活动。
2018 年 5 月，湖州市红十字
会面向社会发动了
“结对小海豚”
活动，旨在为每一位器官捐献者
子女找一位爱心爸妈，让失去至
亲的孩子们获得更多关爱。截至
目前，已经有 26 名志愿者结对 29
个孩子，志愿者与孩子们建立了

良好的联络关系，为孩子们送去了
温暖和关爱。
“为了让孩子们能接受，
我们取
了
‘小海豚’
的名字。”湖州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吴飞娜说，古有海豚救
人的故事，器官捐献者也有海豚的
精神，
他们的子女像小海豚一样，
相
信孩子们在理解了名字的寓意之
后，
也对自己更为认可。
据悉，
湖州市红十字会以
“六个
一”作为活动内容：
爱心爸妈成立一
个团队，每年组织一次有益孩子成
长的活动，每月给孩子打一个电话
交流，每逢“六一”儿童节准备一份
礼物，
每年为孩子实现一个微心愿，
每季给孩子写一封书信。
为了让爱心爸妈更好地与“小
海豚”建立关系，
湖州市红十字会还
邀请了心理老师，专程为他们讲述
沟通技巧。
“‘小海豚’
的亲人是爱的
奉献者。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让
爱延续。”吴飞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