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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宗红）近日，湖南省
遭 受 低 温 冷 冻 、雪 灾 灾 害 ，13 市
（州）受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根
据湖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
需求，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调拨价
值 99.43 万元的救灾物资，支持当
地红十字会开展灾害救助。
该批救灾物资包括从湖南省红
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调拨的 3500

昵昵人道语 灯火夜辉明
——
“爱的灯火”
2018 博爱之夜红十字故事汇侧记
■ 涂文涛 石慧娟
2018 年 12 月 26 日晚，湖北省
老年大学天鹅湖礼堂，星光璀璨，灯
火辉煌。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广
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爱的灯火”2018
博爱之夜红十字故事汇，
“ 板凳女
孩”周玉萍、襄阳好市民柴继红等纷
纷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红十字故
事，汇聚爱的洪流，
温暖冬夜荆楚。

“博爱”的本色
16 岁的“板凳女孩”周玉萍，家
住黄冈市罗田县，从小脊柱扭曲畸
形，无法站立行走，只能依靠板凳助
行。本就不良于行，加上母亲患有
精神疾病，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周玉
萍长期卧床不起，身边也无人照料，
还生有重度褥疮，生活十分凄惨。
2017 年底，听说了周玉萍的不
幸，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携手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为
她众筹手术费，短时间筹募善款 11
万余元，随后联系医院帮助她进行
重度褥疮手术。
“现在，我的褥疮已经治好了，

每晚都睡得很安稳，红十字会的叔
叔阿姨还每个月给我送生活费，生
活条件比以前改善太多了。”故事汇
现场，周玉萍羞涩地说，红扑扑的脸
蛋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如今，
周玉萍早已远离当初那种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搬进了舒适
的安置房，
每天还能吃上牛奶鸡蛋。

默默陪伴着自己，
陪伴着家人。
去年 10 月 30 日凌晨，蒋胜红因
突发哮喘并出现意识障碍离世。在
全家人的支持下，刘恒冬向红十字
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详细了解捐
献相关知识与政策后，忍痛签下捐
献书，捐献妻子的肝脏和肾脏，挽救
3 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奉献”的薪火

“人道”的追求

2018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
党 97 岁生日。这天，襄阳市民柴继
红一家十三口共同做了一件重要的
事情，包括放假回家的 13 岁孙子。
“我们都是党员，赶在‘七一’当
天签订器官捐献协议，我和家人都
觉得很有意义，也算是实现了多年
的心愿。”晚会现场，在大弟柴继军
陪伴下，柴继红深情坦露心声。
人体器官捐献者蒋胜红的家人
也来到了现场，表达对逝者的思念
和对生者的祝福。
“我觉得器官捐献
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种开始。”丈夫
刘恒冬说，虽然再也见不到妻子了，
但感觉她其实并没有离开，只是换
了一种方式，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2018 年，湖北省红十字会系统
创新人道资源动员工作模式，精心
策划人道公益项目，吸引更多爱心
组织和人士广泛参与人道事业，累
计募集款物 1.45 亿元。一年一度的
“故事汇”上，这些爱心企业、组织、
公益达人成了最耀眼的
“明星”
。
现场领取湖北省红十字奉献奖
的黄银华，
是一位不良于行的残疾人，
也是一位
“魔豆妈妈”
。10年来，
她创
办的武汉阳光职业培训学校在省红十
字会等部门支持下，累计公益帮扶
3000名弱势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活动现场，黄银华分享了自己
对于苦难和奉献的理解，鼓励广大
“魔豆妈妈”坚定信念，用好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
福的明天。
马应龙药业集团是湖北省知名
医药企业，连续 11 年与省红十字会
等公益组织合作，累计捐赠款物价
值超过 6000 万元。当天，该公司党
委书记李加林来到现场，代表公司
领取湖北省红十字人道勋章。
“这是对我们过去成绩的鼓励
和肯定，也是对今后人道公益工作
的鞭策。下一步，我们将把马应龙
的大爱更多地撒向弱势群体，回应
社会关注。”李加林说。
晚会还邀请捐献者、学生、社区
群众、红十字工作者、大学生代表共
同点亮爱的灯火，穿插以人体器官
捐献真实故事改编的舞台剧《永恒
的女儿》和诗朗诵表演《生命本来没
有名字》，合唱《爱的箴言》。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跃进参加
活动并颁发红十字人道勋章、
红十字
博爱奖章、
红十字奉献奖章。省红十
字会常务副会长宋悦明、
专职副会长
张钦，
湖北省红十字形象大使龚华，
省
红十字会理事、
高校学生、
社区群众、
媒体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故事汇。

新年第一跑

1 月 1 日，江苏省南京市第 37
届元旦健身长跑运动会在南京青
奥村广场举行，南京市红十字会
组织工作人员和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组成 50 人的方阵参加活
动，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和
红十字精神。
（宁红）

山西将建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
本报讯 （晋红）2018 年 12 月 26
日，
山西省红十字会召开人体器官捐
献纪念园项目设计方案审议座谈会，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郑
红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郑红向提供纪念园区用
地、项目设计及建设支持的捐赠企
业、
单位表示感谢。她说，
器官捐献
是一项高尚的事业，
目前全省累计实
现捐献 227 例，挽救了 628 名患者的
生命。捐献者虽然离开，
但是为捐献
者家属提供一个庄重、
神圣的缅怀场
所，
是红十字会及社会各界应尽的责
任，
希望更多企事业单位支持这项事
业，
加入这项事业。
北京艾文规划设计工作室设计
总监申亚男介绍了国内外相关纪念
园区的设计案例及经验，
详细讲解了
山西省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的设
计理念、
园区规划、
主体功能。与会
人员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
审议。
据悉，
山西省人体器官捐献者纪
念园建设用地由太原市祺紫天禄殡
葬有限公司捐赠，
北京艾文规划设计
工作室负责规划设计，
设计经费由省
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服务管理中心
捐赠。按照规划设计，
纪念园包含缅
怀园、
纪念园、
文化园三个主题区域，
建成后将成全省第一个省级人体器
官捐献者纪念园。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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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棉被、
3500 件棉衣、
55 顶棉帐篷，
以及从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备灾救灾
中心调拨的2000个赈济家庭包。
据悉，
此次雪灾共造成湖南省
13 市（州）65 县（区）74 万人受灾，
3900 余人紧急转移安置，3.8 万人
需紧急生活救助，
农作物受灾面积
55.3 千公顷，1200 余间房屋倒损，
直接经济损失达 5.7 亿元。

驻布使馆欢迎中国红十字会首支援非医疗队
本报讯 （潘利昕 王尚）当地
时间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驻布
基纳法索使馆举办欢送复派首批
医疗队回国暨欢迎第二批医疗队
到任招待会。中国驻布大使李健、
布卫生部秘书长卡拉马、两批医疗
队全体队员及国内派出单位代表
等出席招待会。
李健表示，
向非洲国家派遣医
疗队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光荣传统，
体现了中非兄弟般的友好情谊，
向
布复派医疗队意义重大，
接续的是
巩固双边民意基础的使命，
弘扬的
是担当敬业、服从大局的精神。他
希望第二批接好接力棒，
在第一批
医疗队工作基础之上，
更加努力和
投入，
作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卡拉马代表布政府向中国医
疗队对布基纳法索人民的无私奉
献致以崇高敬意，
表示将为医疗队
工作提供全力支持。

队员表示，
将牢记援外医疗任
务的光荣使命，继续发扬“不畏艰
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不畏
艰险，努力工作，发挥技术优势积
极开展疾病治疗，
为增进我国与非
洲人民的友好情谊贡献力量。 同
时，将积极践行“授之以渔”的思
想，通过开展学术讲座、带教实习
等系列
“传帮带”活动，
帮助布受援
医院带出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推动
受援国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
2018 年 5 月，中国与布基纳法
索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作为搭建
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我国
2018 年 6 月派遣首批医疗队赴布
开展工作。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
托，
中国红十字会承担了中布复交
后第二批援助布基纳法索医疗队
的派遣任务。

浙江省红十字会强化项目筹资、政府支持、
“互联网+”三大筹资渠道

培训班上闻
“喜报”
本报讯 （胡朦婷）近日，浙江
省红十字会举办人道筹资动员培
训班。杭州市上城区、宁波市鄞州
区、绍兴市、瑞安市、温岭市红十字
会分别介绍近年来筹资成就及经
验做法，
为与会代表加油鼓劲，
“传
经送宝”
。
项目筹资是浙江省红十字会
系统加强人道资源动员工作的主
攻方向，各市、县（市、区）捷报频
传。绍兴市红十字会共设立 22 个
冠名助医项目、6 个博爱救助小额
冠名项目及起设额度 100 万元的 3
个专项基金，
搭建了公开透明的人
道资源动员平台；
瑞安市红十字会
“资助贫困生上大学”项目为切入
点，8 年来累计资助 12946 人次，发
放 6473 万元，2017 年联合市外侨
办成立侨爱红十字会，两年筹款
1500 余万元；杭州市上城区红十
字会以企业定向募捐为核心，
着力
提升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公益积极
性，
筹募款物价值 331.8 万元。
“互联网+”也是活跃在培训
班各种场合的“热词”之一。2018
年，绍兴市红十字会在腾讯 99 公

益平台发起“千个老人防跌爱心
包”项目，125 个单位（个人）参与
“一起捐”，累计筹款 21.02 万元；瑞
安市红十字会开通微信公众号在
线捐款功能，
为爱心人士提供更便
捷的捐赠渠道，
目前已接受微信捐
款 60 余万元。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还在主动
争取政府支持方面下更大功夫。
宁波市鄞州区红十字会以政企互
联为重点，区财政每年安排 70 万
元彩票公益金资助公益项目，镇
（街道）政府每年安排 100 余万元
作为博爱救助金，教育、卫生系统
每年非定向捐赠超 80 万元。温岭
市红十字会以省级项目“母婴平
安”落地为契机，2013 年争取市政
府 拨 付 100 万 元 专 款 ，支 持 设 立
“春风流动·平安孕妇”项目基金，
专门用于救助当地孕产妇。
浙江省红十字会副会长黄元
龙表示，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将更加
注重品牌建设，
进一步研究互联网
筹资新方法、新理念，建立健全全
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不断提
升红十字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河北设立首个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工作站

青岛老人走失 搜救队连夜行动
历时 7 小时开展三轮排查，
终在管道井发现
“冻僵”
老人
本报讯 （青红）1 月 4 日，山
东省青岛市 58 岁老人走失，青岛
红十字搜救队（青岛红十字蓝天
救援队）闻讯立即行动，连夜对山
域野地进行三轮排查，终在一管
道井中发现老人。所幸发现及
时，老人经送医检查无大碍。
老人家住青岛市崂山区北宅
街道，患有轻度抑郁，当日上午
10 时离家出走，迟迟未归。下午
4 时许，家人多方寻找无果，致电
青岛红十字搜救队求助。
接到信息后，搜救队迅速发
出集结指令，志愿者从各区域携
热成像仪等夜间搜救装备和搜救
犬赶往事发地。
先遣小组最先抵达事发地

点，和家属一起对社区周边监控排
查。经信息研判，基本确定老人走
失范围在社区南北两侧山域。
1 小时后，31 名队员在事发地
点完成集结。根据有限信息，前线
队员分成 7 个搜寻小组，沿不同线
路展开地毯式排查。搜救范围覆
盖从七峪至凉泉、从石门山至华楼
山整个区域。与此同时，二梯队队
员完成报备待命。
当晚 9 时 43 分，救援人员对所
有山域野地经过两遍排查，在对周
边社区、居民有监控点位一一排查
时，发现信息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侧
监控盲点的狭长山域。
根据先前监控影像资料中，老
人三步一回头的行为，救援人员判

甘肃红会慰问兔窝村百名困难群众
本报讯 （甘红）1 月 4 日，甘肃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
陈明带队前往景泰县正路镇兔窝
村，开展精准扶贫冬春送温暖活
动 ，向 100 户 困 难 群 众 发 放 了 棉
衣、棉被、大米等物资。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 0004
发行（传真）：010-65238052

兔窝村是甘肃省红十字会的
联系帮扶村。两年来，省红十字
会积极与镇村两委班子探讨发展
新思路，在推进扶贫产业项目上
下功夫，
切实增强
“造血”功能。
目前，省红十字会已促成豫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43 号
邮编：100010

断老人应该不会走得太远，决定集
中力量对南侧区域再次进行搜寻。
1 小时后，经过简单休整，搜救
队又开始了第三轮排查，重点排查
所有水井、管道井。夜间气温骤降,
山域野地内漆黑一片，地形复杂，
给救援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当晚 11 时 20 分，搜救队员林日
转、苗垒打开一处上盖封住的管道
井 时 ，发 现 管 道 深 处 有 人 。 经 辨
认，此人正是走失老人。老人无明
显外伤，但因长时间处于寒冷环境
而冻僵。约 20 分钟后，搜救队员用
担架将老人转运至路边，转交 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据了解，1 月 5 日，老人已出院
回家，
身体无大碍。

兰公司与正路镇人民政府签订小杂
粮订单种植及初加工项目协议；在
免窝村开展澳门红十字会援建的博
爱家园项目；
由省红十字会、省肿瘤
医院共同出资 50 万元扶持景泰天
晨农牧专业合作社发展湖羊养殖，
帮助景泰天晨农牧专业合作社与兔
窝村 38 户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这些项目的实施让村民直接受
益，
受到村民的广泛称赞。
印刷：中国青年报印刷厂
定价：1 元

本报讯 （孟德涛 王宁宁）1
月 5 日，河北省红十字会在省图书
馆举行“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工作
站”授牌仪式。这是河北省设立的
首个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工
作站。
河北省红十字会秘书长任献
强表示，省图书馆综合性强，人员
密集，
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文化
服务场所，
将首个应急救护普及培
训工作站设在省图书馆，
能够充分
利用“冀图讲坛”这一平台进行传
播，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让更多的人了解掌握急救知
识，
增强自救互救能力。
任献强介绍，
省红十字会为工
作站配备了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急救包等相关急救器材，
还将组织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规
范、系统的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

训，确保能在突发意外事件时，提
高处置能力，
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授牌仪式结束后，
河北省红十
字会资深师资刘慧为广大读者进
行授课，
主要讲解了发生火灾后如
何避险逃生、AED 的操作使用等
知识。这也是 2019 年省图书馆开
设的第一期公益讲座。
据了解，近年来，河北省红十
字会积极创新应急救护培训方式，
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党校、进
机关、进公安、进消防、进狱园、进
学校、进社区、进图书馆活动，
以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大学生应
急救护培训，覆盖高校 23 所，累计
普及培训新生近 30 万名，并将应
急救护知识纳入干部网络学院培
训课程，
覆盖 30 万人。

伊利集团2018年捐赠2100万元爱心奶
本报讯 （红基）2018 年 12 月
14 日，内蒙古伊利集团通过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向贵州省遵义市捐
赠价值 60 万元的伊利学生奶。目
前，伊利集团已经通过中国红基
会，向中西部地区在校学生捐赠价
值 3600 万元的学生营养奶。
遵义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欠
发达地区。2017 年，中国红基会
携手伊利集团，聚焦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三区三州”国家级贫困县
在校学生的营养健康改善，启动
“伊利营养 2020”牛奶助学公益项
目，2017 年向 13 个省 38 个市县的
在校中小学生捐赠学生营养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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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箱，市场价值 1500 万元；2018 年
向 25 个省 130 个市县的在校中小
学生捐赠学生营养奶 26 万箱，市
场价值 2100 万元。此次向贵州省
遵义市捐赠爱心奶，是中国红基
会、伊利集团在 2018 年举行的最
后一场捐赠活动。
伊利集团表示，将继续携手中
国红基会，在多领域深化公益实
践，大力推动健康扶贫事业，积极
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将“让世界共享健康”的梦想早
日实现。
贵州籍前世界冠军、女子皮划
艇运动员岑南琴参加捐赠仪式。
战略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