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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资讯INFOS

“1、2、3，走！ ”山谷里，四个
红色的身影抬起担架， 向前奔
去，身后还有更多人在忙着进行
包扎、固定担架绑带。 数公里外，
一群同样着装红色的年轻人在
进行心肺复苏模拟操作，现场响
着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提
示音。

近日，“红气球”挑战赛第二
站在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神泉
谷景区进行。 这场以应急救护为
主题的团队式定向徒步运动公
益赛事———“红气球” 挑战赛将
运动与公益结合，让参赛者在互
动中了解和学习急救知识技能。

据介绍，“红气球”挑战赛由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打造，首场比
赛于 2021 年 5 月在北京开展，吸
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职
场白领、学生等人群参与。 今年
活动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贵州
省体育局、贵州省红十字会联合
主办，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州体育局）、 黔南州红十字会、
中国农业银行黔南分行、长顺县
人民政府、贵州省无线电定向运
动协会承办。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方面了解到，2021 年下半年，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北京成功办
赛经验的基础上，对“红气球”赛

事进行升级， 完善了品牌形象、
赛事形式、任务规则等多个标准
化模块。 有意愿的地方红十字会
可以提出申请，选择相应模块进
行组合，从而实现赛事在各地的
复制。

据统计，此次“红气球”挑战
赛共有 80支队伍、396人参加，另
有 78 名红十字志愿者应召提供
支持，参与者多为年轻人。参赛者
分为大众组和亲子组。 大众组五
人为一队，需完成 16 公里定向徒
步；亲子组二到四人为一队，每队
至少有一名 4-8 周岁的儿童，队
伍需完成五公里定向徒步。

较为特别的是，“红气球”挑

战赛设置了应急救护任务，包括
外伤包扎、气道梗阻处置、心肺
复苏+AED 操作、 安全知识答题
等八项内容，需要现场完成后方
准打卡。 其中六项涉及现场实
操， 需要参赛者采用模拟假人、
担架等设备进行应急救护技
能操作。 如果参赛者对急救
过程不熟悉， 会有持证的红
十字会志愿者进行现场教
学。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应急
救护项目中心主任张延超告
诉记者， 赛事中的任务规则
是根据红十字急救员培训标
准进行简化设计的， 让参赛

者能够认识各类急救设备的应
用，了解相关知识。 如果参赛者
有兴趣，赛后还可以通过“红气
球”挑战赛的公众号和网站进一
步学习，或者到红十字会报名参
加急救员培训。

近年来，以“运动+公益”结
合的形式办赛频频出现，例如公
益徒步、 马拉松公益跑等类型。
在传播和筹款方面，这些赛事也
容易取得不错的成效。 对慈善组
织来说， 筹款是重要的造血来
源。“红气球”挑战赛是否具备筹
款属性呢？

张延超告诉记者，“红气球挑
战赛” 的标准化设计已经加入了
筹款模块， 可以在办赛时直接使
用。“我们希望借此调动参赛者的
积极性， 同时也吸引更多人关注
和支持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 ”

运动+公益的双重属性，也

使“红气球”赛事被寄予厚望。
“我们以长顺丰富的旅游资

源优势为依托， 以公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为载体，积极倡导‘人人学
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公益理念。 ”
长顺县委副书记刘刚表示， 通过
开展本次活动， 必将有效提升长
顺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和活动
组织能力，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
使慈善成为一种新风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
贝晓超表示，“红气球”挑战赛是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精心策划筹
备的创新公益模式，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可复
制、可推广、可传播的参与式人
道公益标杆品牌。“未来，我们期
待‘红气球’挑战赛在更多地方
开展，不断倡导‘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的公益理念，提升社
会公众的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

将急救与运动徒步结合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气球”挑战赛走进贵州长顺

� �“特别感激‘中交兴路司机
关怀计划’，感激这样的公益平
台和项目， 他们对我的救助就
像雪中送炭， 解了我们一家的
燃眉之急。 ”

前不久， 在得知广东阳春
的货车司机刘传锋因车祸导致
左脚截肢、 家庭生活面临困境
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交
兴路司机关怀计划” 第一时间
向刘传锋伸出援助之手， 除捐
助一万元现金， 还委托中交兴
路广东分公司的志愿者到家中
进行探望。 这让刘传锋又燃起
了对生活的信心。

在从事运输行业之前，刘传
锋在当地一家国营企业上班，收
入虽然不算高但非常稳定。为缓
解家庭经济压力，2020 年，刘传
锋成了一名大货车司机。 2022
年 1月， 刘传锋在行驶到 G325
国道阳春市潭水镇某路段时，因
前方大货车遗撒载运物货导致
发生碰撞，造成左脚截肢，右脚
多个部位骨折。 为了治疗，刘传
锋一家花光了积蓄， 还借了 30
万的外债。而由于需要照顾孩子
和自己， 妻子暂时无法外出工
作，家庭的经济压力落到了已经
58岁的父亲身上。

事实上，作为货运司机，刘
传锋的案例并非个案。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2020 年全行业 1728 万货车司

机完成了全社会货运量的 74%
和 31%的周转量。 由于工作强
度大、环境艰苦，数千万名货车
司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日
常工作中也面临着严峻的交通
安全风险。 因车祸致死致残成
为影响司机群体极其家庭最突
出的因素之一。

今年 7 月 17 日凌晨 3 点，
河南太康的货车司机贾廷强行
驶在江西抚州高速上时， 因突
发脑出血昏迷在行驶途中，当
时车辆尚处于高速行驶中，十
分危险。 事故发生后，贾廷强被
送到医院抢救， 目前已经过两
次手术，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据
医生诊断， 贾廷强为右脑丘脑
出血， 即便醒来患偏瘫的可能
性也比较大。

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和唯
一的经济来源， 这次事故无疑
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生活雪
上加霜。 记者了解到，贾廷强的
父母已经六七十岁， 家中还有
三个年幼的孩子， 而赖以谋生
的大货车也是贷款购买， 目前
还在还车贷。

近几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
不断完善、 媒体报道不断增多，
社会上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也
在不断提升。一些企业和公益机
构也开始尝试通过公益的力量
帮助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

2022 年， 国内物流科技和

服务平台中交兴路联合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中交兴路
司机关怀计划”，旨在帮助卡车
司机群体， 关注他们的生命安
全和生计发展。 对于遭遇灾难
性事故、 生活困难的卡车司机
本人，该项目将实施公益救助，
帮助其减缓困苦， 减轻家庭重
担。 此外，该项目也将关心和关
怀卡车司机家庭中妇女儿童学
习和生活状况， 对其提供人道
主义关怀。

记者了解到，“中交兴路司
机关怀计划” 目前已开展一系
列公益活动。 此外，针对像刘传
锋、 贾廷强这样遭遇重大不幸
的卡车司机， 中交兴路还发起
了“货车司机曙光计划”，旨在
为处于困境中的卡车司机家庭
（因事故致残、 因事故去世、因
病导致低收入、罹患重疾等）提
供资助与帮扶， 希望能为卡车
司机家庭减轻医疗费用等负
担。目前，该项目已上线腾讯 99
公益平台，开展募捐，计划资助
20 个困境中的货车司机家庭。

项目发起人、中交兴路副总
裁李艺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
大对困境货车司机的救助力度，
帮助更多的困难司机，也希望更
多爱心企业和司机参与进来，伸
出援手，聚沙成塔，让他们能够
在艰苦的路途中感受到更多来
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 （皮磊）

持续关注困境卡车司机群体
中交兴路探索公益救助新模式

9 月 2 日，“加油宝贝———儿
童健康保障项目”(下称“加油宝
贝”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据了解，该项目由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蚂蚁公益
基金会发起，面向欠发达地区 0-
14 周岁低收入家庭儿童，通过提
供针对住院医疗、 特定疾病、意
外等事项的综合保障，降低乡村
低收入家庭儿童因病、因意外致
返贫的发生率，助力提升欠发达
地区儿童健康水平。

“加油宝贝”项目通过线上
投保、查询保单、线上理赔等方
式为乡村儿童提供保障，一旦理
赔发生，可通过线上上传医疗凭
据实现快速审核、快速理赔。 项
目采用“互联网+公益+保险”机
制，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全覆
盖、全跟踪、全透明。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郑文凯介绍，“加油宝贝”项目
是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积
极探索与实践，通过为欠发达地
区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保障，赋
能基层医疗机构，助力基层医疗
水平提升，构建健康领域防返贫
机制，按计划将在河北、新疆等
地陆续落地。

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
司副司长刘胜安表示，希望通过

“宝贝加油”项目，让公益捐赠早
日落地，取得实效，把公益捐赠
的爱心及时传递到最需要关注
和关爱的群体身上。

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
副局长汪洋希望项目发起方充
分发挥资源、渠道、人才等方面
优势，切实把好事办好、办实；充
分发挥网络优势、技术优势和市
场化优势， 吸引更多慈善组织、
爱心人士关注和参与项目，取得
更积极的社会效益。 （李庆）

聚焦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家庭儿童
“加油宝贝”项目助力提升
儿童健康水平

充分发挥慈善工作站作用
北京东城东四街道联合多方
帮扶困难群体

9月 2日，北京市东城区东四
街道慈善工作站星光聚力行动在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亮相。 东
城区民政局局长张松青、 东四街
道办事处工委书记邢磊、 东四街
道办事处主任薛洪峰以及爱心企
业代表等参加了发布仪式。

发布仪式上， 东城区民政局
副局长曲燕中、 东四街道工委副
书记田笛向爱心企业领发“东四
街道慈善之星企业”证书。东四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庆春介绍了星

光聚力行动内容及参与规则。
据了解， 此次星光聚力行动

以慈善工作站为线下据点， 辐射
社区居委会为征集处， 以国风静
巷 APP 以及掌上东四公众号为
线上平台， 困难群体可通过线上
或线下渠道将自己的“星光心愿”
反馈至慈善工作站， 通过爱心企
业捐助资金，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心愿认领， 帮助有需要的困难
人士解决生活中的微小问题，提
升生活质量。 （武胜男）

■ 本报记者 马兴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