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93期
2019年10月15日 星期二
农历己亥年九月十七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主办

报刊社网站：www.redcrossol.com
电 子 邮 箱 ：editor@redcrossol.com

战略合作伙伴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12
邮政发行代号：1-15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0004
发行（传真）：010-65238052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43号
邮编：100010

印刷：中国青年报印刷厂

定价：1元
编辑：王 达

电话：（010）65597609

■ 记者 王达 王晓肖

大别山腹地的蜿蜒山路，留下
了他跋涉的足迹；北上广医院的
ICU病房，记录着他奔波的身影；塔
克洛班的断壁残垣，他的汗水和

“THANK YOU！CHINA”的笔迹
一起渗入土地……

他是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获得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赈济救护部健康服务处副处长，也
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首个获此殊
荣的工作人员。

贫困村的“第一书记”

湖北省英山县四棵枫村，位于大
别山南麓腹地，地处鄂东第一人工水
库白莲河畔，境内水域交织、山林密
布，风景秀美宜人，却在过去的数十
年间，始终摘不掉一顶“穷帽子”。

“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
水”，是两年前，曹橙第一次来到四
棵枫时留下的印象。当时，他刚刚
接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委派，赴四
棵枫村担任“第一书记”，任期两年。

“全村346户1248人，可耕种面
积 503亩，人均不足 4分地，就连路
边巴掌宽的土地都种上了小麦。”曹
橙是陕西人，从小在平原长大，见惯
了一望无垠的田野，这次来到四棵
枫村，大大颠覆了他的认知。

“两年一晃而过，但咱们既然来
了，总得给老乡留下点什么不是？”
曹橙放下行囊，立即找村两委、老支
书和常住村民等了解情况。

“咱们村是库区村，1958 年搬
迁上岸，本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还能过得去。但今年县里搞水域整
治，禁止打渔，山上的生态林也不让
砍了，大家的日子一下就难过许
多。”老支书告诉曹橙。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国
家大事，咱们就是再穷也不能在这
上面打主意，关键还是要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不然光靠这人均4分地，
这辈子都甭想富了。”曹橙告诉大
家，要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国
家的好政策那么多，一定能带领大
家走上康庄大道。

曹橙与村“两委”抓紧调研走访。
当地交通不便，出行主要依靠摩托
车，他不会骑，一度把自家小轿车从
陕西老家开到村里，平时带着大家出
门拜访客户、“取经探宝”也方便。期
间，轿车的油钱、维修费用都是他自
讨腰包，没让村里出一分钱。

踏遍青山，“好风景”在村子另
一头悄然浮现。2016年，湖北省重
点项目“四季花海”旅游景区破土动
工，占地6400亩，总投资16亿元，位
置恰巧就选在了村北不远处。

“四棵枫的长远发展必须紧密

围绕四季花海和乡村旅游做文章。”
曹橙和村两委凝心聚力，积极争取
中国红十字会博爱家园项目基金
80万元，协同社会各方面帮扶资金
和村民股金，成立四棵枫村苗木合
作社，流转土地 70 余亩，引进红叶
石楠、海棠、紫薇、木槿等高价值苗
木品种，当年底、次年初分两批销售
一空，创收100余万元。

随后，四棵枫又与“四季花海”
联合签署中长期发展规划，自筹资
金修建穿越四棵枫、连接省道和景
区的8公里4车道乡村公路，积极发
展农家乐、民宿、乡村垂钓等休闲产
业，争取 100 余户村民参与景区工
程施工、园林管理，争取支持 17 万
元总会机关返还党费，为四棵枫村
援建党员活动中心和村史馆。

如今，四棵枫已有苗木 100 余
亩，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早已实
现整村脱贫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由363人减少到5人，贫困发生率
由 29%下降到 0.4%，。2018年国庆
节假期，四季花海旅游人数再创新
高，其中近半通过四棵枫前往，各种
品牌的小轿车、SUV从景区一直排
到了几公里外的村部。

“渔民变花匠，农民当老板。”25
岁从城市返乡、担任村支书近20年
的王保林说，这是他当年无论如何
也想像不到的光景。

器官捐献的“破冰者”

赴四棵枫担任“第一书记”前，
曹橙在总会赈济救护部健康服务处
已经工作了9年。

“如果说 9 年来有哪些事让我
记忆尤其深刻，那一定是为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事业的进步做出了一点
小小的贡献。”曹橙回忆。

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闯出
一条新路，是曹橙入职中国红十字会
后领取的第一个任务。此前，中国人
体器官移植因器官来源问题长期遭
受国际社会批评，甚至一些别有用心
的势力还大肆造谣，抹黑中国形象。

“因此，这项任务不仅关系到民生福
祉，也关乎国家形象。”曹橙说。

但是，没有人员，没有经验，也
没有钱，一切该从何开始？肩负着
压力和重托，曹橙和同事“摸着石头
过河”，一点点搭框架、找经验、建网
络，试图在这片贫瘠已久的荒原，重
新点亮器官捐献的微茫星火。

“这件事乍一看挺简单，一个人
离开前捐献有用器官，移植到有需要
的患者身上。但关键就在于，通过什
么渠道来帮助他实现这个过程，而且
必须是公开透明、科学公正、遵循伦
理并符合国情的。”回想起一路走来
的坎坷与波折，曹橙最大的感受就一
个字：“难！” （下转三版）

人道是一生的信仰
——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健康服务处副处长曹橙

■ 刘清国

“奶奶今年 69 岁，仍喜欢做一
些家务活，但因视力下降需要家人
照顾，心中一直很伤心。这次红十
字会帮奶奶做了右眼复明手术，没
要我们支出一分钱，一家人都非常
感激。”10月 9日，搀扶着奶奶走出
手术室，看着老人蒙着白色纱布止
不住笑的模样，孙女曲尼打心眼里
感到高兴。

曲尼的奶奶郎嘎拉姆老人，是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达孜区塔杰乡
塔杰村的一名白内障患者，视力减
弱已有多年，去年刚做完左眼复明
手术，右眼因为家庭经济不宽裕，一
直拖到了现在。

当天，跟朗嘎拉姆老人一起进
行免费手术的，还有日喀则市40余
位白内障患者。1995年，西藏自治
区红十字会启动白内障免费复明行
动，目前已成功帮助 13798 名患者
重见光明，书写了一段雪域高原的
人道佳话。

24年帮助13798人“复明”

西藏因地理条件特殊、海拔高、
紫外线强等因素，白内障患病率较
高，因病致盲、因病致贫严重阻碍了
人们的生产生活，也给西藏民众的
生命健康带来极大影响。

1986年，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
成立。两年后，经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安排，瑞士红十字会援助西藏日
喀则地区首个外援项目，开展乡村
医生和藏医培训、改水改厕、修建温
棚、救灾扶贫等，并于 1995 年将白
内障免费复明行动纳入其中。

2014年，瑞士红十字会援助项
目终止，但是作为西藏红十字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内障免费复明
行动赢得了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
一致好评，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被西藏财政纳入支
持项目，并吸引更多企事业单位、知
名人士踊跃加入防治行列。

2018 年 9 月 4 日，中国红十字
会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启动，总会和

全国 18 个省份红十字会站在党和
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围绕项目、资
金、人才援藏等重点，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在备灾救灾、应急救护、人道
救助等方面给予支持，白内障免费
复明活动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截至目前，西藏自治区红十字
会已为全区 13798名患者实施免费
复明手术，成功率达到 100%，深得
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信赖。“这份
厚厚的康复者名单，记录着 13798
名白内障患者的复明故事，记录着
红十字精神在高原的传承和弘扬，
更记录着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对西
藏的关心和厚爱。”自治区红十字会
相关负责人说。

建立永远不走的眼科医疗队

为藏区建立一支永远不走的眼
科医疗队伍，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
借助项目，从日喀则市所属医院持
续选派医生赴国内外学习进修，为
组建一支忠诚为民、业务精湛的医
疗队伍奠定了基石。

年满 60岁的阿旺，退休前任日
喀则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是最早
获项目培训并参加活动的资深眼科
医生。但“退休不退使命与担当”的
阿旺不肯在家“养老”，依然主动请
缨参加一年一度的白内障复明手术
活动，与队友们一道克服种种困难，
颠簸在高海拔缺氧、陡峭山路的偏
远农牧区，亲临手术台主刀并作技
术指导，为新来医生做好“传、帮、
带”，确保例例手术安全顺利完成。

考虑到白内障患者大部分是60
至80岁高龄人群，出行不便，红十字
会尽量把手术点选在交通不便、偏
远贫困、白内障发病率较高的县、
乡，送医送药到农牧民“家门口”。

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医
疗队，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当
地村民扶老携幼赶到手术地点，为
队员献上洁白的哈达，以表浓浓的
感激之意。“在家里也能做上盼望已
久的手术，让我走出黑暗，过上正常
的生活。感谢党！感谢红十字会！”
80岁的老阿妈索朗央金说。

13798份沉甸甸的名单
——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持续24年开展白内障免费复明行动侧记

10月12日，辽宁省大连市红
十字会、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67 医院联合启动红十字“助力
精准扶贫 关爱生命健康”967 医
疗救助项目，为大连市低保、五
保等贫困家庭患股骨头坏死、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年龄60周岁以
下）和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接受
手术治疗，帮助他们重新恢复生
活、生产劳动能力。

家住瓦房店的宫元明患有
双侧股骨头坏死，无法自己行
走，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日常
生活起居由妻子照料。“我得这
个病有十来年了，因为费用太
高，一直拖着没有治疗。这次能
免费手术，我就有了希望，心里
有无限感激和感恩。”宫元明说。

（连红）

帮你“站”起来

本报讯 （苏红）为深入贯彻
落实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
苏省红十字会改革实施方案》，10
月 11 日，江苏省红十字会召开改
革动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齐敦品作动员讲话，党组成员、副
会长徐国林、李培森出席，党组成
员、副会长赵凯主持会议。

齐敦品强调，推进红十字会改
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
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以推
进改革创新为契机，深入落实中国
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精神，突出思想政治引领、目
标任务引领和改革创新引领，自觉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领红十字事业改革发展，
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红
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深化改革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来，认真落实改革实
施方案，以改革为动力、以改革为
契机、以改革破难题、以改革促发
展，做到发展思路再梳理、发展目
标再对接、发展举措再落实，推动
红十字工作迈上新台阶，红十字事
业实现新发展。

齐敦品强调，推动红十字会系
统改革，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

向，紧扣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这一主线，牢牢把握坚
持并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根本
要求，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
处，收到实效。一要坚持正确的改
革方向，自觉坚持并紧紧依靠党的
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重点
难点问题。在构建工作体系、强化
基层基础、加强人道资源动员和品
牌建设、理顺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
新突破；三要精心谋划方案，增强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要加强顶层
设计，加大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研
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深入开展调研，总结好经
验，争取形成一批制度成果；四要
转变作风，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以担当负责的精
神、求真务实的作风落实落细改革
的各项措施，形成主动谋划改革、
创造性推动改革的浓厚氛围。

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有关同志，各设区市红十字会负
责人，省红十字会机关处级以上干
部参加会议。

本报讯 （徐俊肇）近日，山西
省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工作暨成
立山西红十字医疗联盟会议在太
原召开。山西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郑红，山西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院长赵斌及省卫建委
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
职副会长白冰主持会议。

会上，全省各冠名红十字医疗
机构代表进行了工作汇报，成立了
山西红十字医疗联盟，山西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作为医疗联盟理事长
单位接受省红十字会颁发的山西
红十字医疗联盟理事长单位牌匾。

郑红指出，成立山西红十字医
疗联盟，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红十
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精神、在全省构建优质高效的红十
字医疗服务体系、有效发挥红十字
服务平台作用的重要举措，旨在对
全省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进行资
源整合，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以
强带弱，形成责任共同分担、事业
共同发展、服务共同提供的紧密型

红十字医疗共同体，打造红十字医
疗联盟品牌，服务基层百姓，推动
山西省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郑红强调，各冠名红十字医疗
机构要以山西红十字医疗联盟为
载体，凭借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经济
实力，紧紧围绕红十字会“三救三
献”核心业务，将做好红十字工作
与各项为民、惠民项目结合起来，
与带动、提高联盟成员医疗服务水
平结合起来，设计、打造、形成一批
具有红十字和医疗卫生特色的品
牌项目或活动。各单位要成立南
丁格尔、应急救援、养老服务等志
愿服务队，提升人道救助、养老关
怀、应急医疗等服务水平，为我省
社会和谐发展、民生需求保障等方
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白冰作总结发言，要求各冠名
红十字医疗机构以此次会议为契
机，在理事长单位的带领下，进一
步加强合作，积极开展红十字人道
服务工作，切实为红十字医疗联盟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 （萨茹拉）近日，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光明行”社会公
益活动走进锡林郭勒暨“一带一
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二连浩特
站活动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光彩事业促进
会会长、自治区红十字会名誉会
长、全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组
委会主任委员布小林出席活动，并
向为“一带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
动捐赠款物的爱心企业颁发“奉
献”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蒙古国东戈壁省省长特·恩赫
图布新，锡林郭勒盟委副书记、盟
长霍照良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
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全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主任王芳通报全区“光
明行”社会公益活动和“一带一路·
光明行”蒙古国行动进展情况。自
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
组书记刘子强主持会议。

活动现场，布小林等向中蒙两
国白内障患者受益代表和青少年
护眼行动受益代表发放慰问品。
布小林在医院看望、慰问了白内障
术后患者，询问术后康复情况，祝
贺他们重见光明。她还详细了解
二连市关爱青少年眼健康护眼行
动进展情况，与医护人员进行了亲
切交流。

蒙古国东戈壁省 82岁老人韩
德代表受益患者致谢。“这是我们
在中蒙建交70周年分享到的最大
礼物，感谢中国人民，感谢内蒙古
人民！”

2019 年是中蒙建交 70 周年、
中蒙友好合作条约修订 25 周年。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

“一带一路”人道救助合作，计划用
5 年时间累计为蒙古国 1000 例白
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本报讯 （京红）10月 9日，北
京市政协“改善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专题调研组到市红十字会紧
急救援中心（999）考察，听取相关
情况介绍并座谈交流。市政协副
主席牛青山、市政协民生建设民
主监督组成员、市政协“改善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专题调研组成员
以及市红十字会监事、市卫生健
康委、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紧
急救援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委员先后考察了通讯指挥
车、人道救援医疗专用车、航空医
疗救援专用车等各类救援车辆以
及999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指挥调
度大厅、999 人道救助热线专席
等，详细了解了999开展空地一体
化医疗救援、自然灾害救援、市民
安全防范及自救互救培训等情

况，深入了解了 999 急救车从接
警、调度到执行紧急救援的全过
程，对 999 多年来在日常急救、灾
害救援、航空救援、反恐维稳、应
急救护培训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

座谈中，委员听取了 999落实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情况的
介绍，并围绕航空医疗救援市场
需求、发展现状，市民应急救护培
训、新建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
院前院内救治衔接，院前医护人
员资质及考核，院前救治率评价
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牛
青山对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事业
的发展及急救人员付出的心血和
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提出要共
同努力推进首都院前医疗急救事
业健康发展。

北京市政协专题调研组考察999

江苏省红十字会召开改革动员会

五年助千名蒙古国白内障患者“复明”
“一带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二连浩特站活动启动

山西红十字医疗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