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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十周年宣传活动在杭举办

本报讯 （记者 贺晔）11 月 7
日，中国红十字会在浙江杭州举办

“生命接力·救在身边”全国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十周年宣传活动。中
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梁惠玲出席活动并讲话，代表中国
红十字会向人体器官捐献者及其
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奋战在人
体器官捐献一线的医务人员、协调
员、红十字志愿者与工作者致以亲
切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人体器官
捐献事业的国家有关部门、社会各
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 国 人 体 器 官 捐 献 工 作 自
2010 年试点启动，历经十年发展，
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部门大力指导支持下，
全国各级红十字会和相关医疗机
构密切配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十年间，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已达 251 万人，完成公民逝
世后器官捐献 3 万余人，他们捐献
的器官挽救了 9 万余人的生命，人
体器官捐献让逝者的生命和梦想
在受者的身上延续，实现生命接
力，传递人性光辉。

人体器官捐献事业是挽救垂
危生命、弘扬人间大爱、体现社会
文明进步的高尚事业，对保护人的
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做好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中国红十字会将以十周年
为新的起点，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
要指示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加强捐献服务和人文关
怀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感召和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

崇高事业中来，共同谱写人体器官
捐献事业新篇章。

活动现场，器官移植医生、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志愿者、器官
移植受者等亲历者分别讲述了

“我与器官捐献的十年”，分享了
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自温州医
科大学的学生表演诗朗诵《一个
人的球队》，述说器官捐献者、17
岁男孩叶沙的故事。器官移植受
者、“一个人的乐队”5 名成员演奏
歌曲《感受生命》，表达了他们对

器官捐献者、27 岁的澳大利亚青
年菲利普的感谢。人体器官捐献
爱心大使郑培钦表演歌曲《你在
人群中》，并发出爱心倡议，呼吁
社会公众关注和支持人体器官捐
献事业。

浙江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
长成岳冲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平，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红
十字会副会长蔡晓春为公益代表
授旗，启动环西湖 10 公里毅行活

动。毅行活动沿途设置 10 个宣传
站点，集中反映了中国红十字会协
同社会各界推动公民逝世后无偿
器官捐献体系建立与发展的 10 年
历程。

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
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健委、国家
医保局、铁路总公司等部门相关负
责人、全国各级红十字会代表，人
体器官捐献者家属、移植受者、志
愿者、媒体及社会爱心人士代表等
共计600余人参加活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重庆市红十字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渝红）11月 5日，
重庆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李如
元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专题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结
合实际进行研讨。会上，原文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
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各部室、中
心负责人就如何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抓好贯彻落实逐一发言。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重
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具有很强
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和指
导性。会议审议通过的《建议》，
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全面发展

指明了方向，是夺取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
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总揽全局、深谋远虑、运筹帷幄
的战略眼光和战略定力，为我国
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确立了方向
标、给出了路线图，令人鼓舞、催
人奋进。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不
移地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要对标对表全
会通过的《建议》，研究谋划“十
四五”时期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红十
字事业在“十四五”时期面临的
形势任务，提高全市红十字系统
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紧密
结合红十字会的职能定位，以巡
视问题整改为契机，推进补短
板、强弱项，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水平，架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
的“连心桥”，为全市经济社会长
远发展贡献红十字力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
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桂红）11月 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召开党
组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冯国平主持会议，传达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党组成员
逐一发言。

会议认为，十九届五中全
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
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
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
的工作，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
就。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对“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系统
谋划和战略部署。实践证明，
只要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
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

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
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组
织、抓实抓好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机关党支部、党小组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不
移地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要对标对表全
会通过的《建议》，认真研究规划

“十四五”时期广西红十字事业的
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
结合红十字会职责使命，坚持突
出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利用红
十字会在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
道救助和民间外交等方面特殊优
势，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
政府人道领域助手和联系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高履职尽
责的能力和水平，创新推动广西
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红
十字人的力量。

习近平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
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川藏铁路开
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
川藏铁路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维
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巩固
边疆稳定，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
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川藏铁路沿线
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复杂、生态

环境脆弱，修建难度之大世所罕
见，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完
成好。国铁集团要落实主体责
任，有关单位和川藏两省区要加
强协调配合，精心组织实施，广大
铁路建设者要发扬“两路”精神和
青藏铁路精神，科学施工、安全施
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
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材编写（译）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 （院红）11 月 7日，红
十字国际学院教材编写（译）委员
会在苏州大学红楼召开第一次会
议。会议对池子华编著的《中国红
十字运动简史》（初稿）进行了审
议，并对《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概
论》《国际红十字运动概论》两部书
稿的大纲和草稿进行了讨论。教
材编写（译）委员会全体成员和教
材编写组部分成员出席会议，红十
字国际学院院长、教材编写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汝鹏主持会议。总会
办公室一级巡视员姚立新应邀出
席会议并就教材编写工作发表了
指导意见。

会上，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
长、教材编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
选国传达了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等总会领导
对教材编写工作的指示精神。会
议要求，教材编写工作要认真落实
总会领导的指示要求，统筹规划、
科学布局，加强教材的编写和审
核，健全完善教材建设的体制机
制，为坚定正确办学方向，培养高
素质人才提供有力保证。

会议强调，教材编写委员会和
编写组成员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取
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清醒认
识新时代中国红十字事业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为形成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的基本理论奠定基础。

援鄂医疗队里走出来的“小红叶”
——记上海红十字援鄂医疗队队员暨进博会红十字志愿者

■ 崔海燕

11 月 4 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正式开幕。上海西部，一
片“四叶草”在秋日的阳光下喜迎八
方来客——第三届进博会在上海如
期而至，举世瞩目。这场盛会在向
各国注入经济复苏信心的同时，也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抗疫成就。而
这些成就背后，离不开每一名援鄂
医疗队队员的努力与付出。

在今年 255名服务进博会的红
十字志愿者中，有17名从援鄂医疗
队里走出来的“小红叶”。她们卸下
了白衣铠甲，披上红色马甲，在进博
会场馆内，默默地守护在人们身边。

三呈入党申请的“三年级生”

开馆首日，上海市红十字医院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病房主管护
师、带教老师、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队员白雨，再次穿上红十字志愿者
马甲，当起了“小红叶”。这已经是
她连续第三年参与进博会红十字志
愿服务工作。

作为一名“三年级生”，对于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检查、场馆
巡视、小伤处理、问询指路等工作，
白雨再熟悉不过。唯一不同的是，
今年场馆里的人少了许多，而且每
个人都带着口罩。

“进博会防疫措施很严格。所
有进馆人员全部经过了核酸检测，
进入场馆还要出示随申码绿码、量
体温。在馆内，大家都戴着口罩。
不论交谈、走路还是用餐，都能自觉
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各项防护措
施都很到位。”白雨说，“看到这些，
我感觉很安心。”

“防疫”，几乎是 2020年全年的
主题词，也是白雨挥之不去的难忘
记忆。

2 月 18 日，上海市红十字医院
（市第一人民医院）156人整建制援
助湖北医疗队集结出征，白雨正是
其中一员。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的
48 天里，由于工作压力大、三餐不
定，白雨得了应激性胃溃疡，这让本
就有睡眠障碍的她只能靠药物支
撑。然而“山川相遇，国应无恙”这
句话激励着白雨，出色地完成了抗
疫救援任务。

相比援鄂工作，进博会的红十字
志愿服务是另一种“累”。“我们每天
都要在展馆内巡视，经常是日行4万
步以上。一天下来，两条腿像灌了铅
一样，累‘死’了！”白雨坦言，“现在的
疫情防控工作做得非常好，每个人的
防护都很到位。我每天就是多走点
路，虽然身体上累一点，但是比起援
鄂期间，心理压力小了很多。”

被问到为什么愿意连续三年参
与进博会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她
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我
们医院本就是红十字医院，我也是
红十字救援队的骨干，做了很多年

的红十字志愿者，又在急诊室工作，
发挥专长救人，这大概就是我的‘执
念’吧。”

为了这份执念，11月5日，在参
与进博会志愿服务首日，白雨第三
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第一次是在 2019年“5·8”世界红十
字日前后，第二次是 2020年 2月到
达武汉的第二天。

这一次，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
道：“我热爱红十字志愿服务……为
了人民的健康，我愿意付出一切，这
是我的职责，我更愿意冲在第一线，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服务小事也能“雪中送炭”

王敏和王剑琼都是杨浦区中心
医院护士、上海红十字南丁格尔护
理志愿服务队队员，上海市第八批
援鄂医疗队队员，服务进博“一年级
生”。

接到援鄂通知时，王敏正在上
夜班。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她毫不
犹豫报了名。去之前，他们都以为

是去方舱医院，到了目的地才知道
要在雷神山医院参加“战斗”。面对
武汉空荡荡的机场、街道，刚刚建成
的“毛坯”医院，以及未知的病毒，医
疗队里年轻的护士都哭了。

病房里有一位 90 多岁的老爷
爷，因为年老并伴有口腔溃疡，王剑
琼和队员们就像哄小孩子一样，一
口一口喂他吃，还特意把自己早餐
里的粥留下来给老爷子。得知老爷
子的孙子在武汉开救护车，他们还
每天帮老人和孙子通个电话，让老
人放心、安心。

此时，王敏刚刚 20个月大的女
儿，正在家里拿着妈妈的拖鞋到处
找妈妈。48 天后，当王敏回到家
时，孩子已经认不出她了，只认识照
片和视频里的“妈妈”。时隔半年
多，再提起这些，王敏还是忍不住落
泪。这不，虽然“四叶草”离市区比
较远，但王敏宁愿每日早出晚归、披
星戴月，也要回家亲亲宝贝女儿。

王剑琼也一样，说起雷神山的
点点滴滴，不知不觉中就红了眼睛。

“我今天见到张文宏了！”忽然，她话
题一转，开心地说起了自己在场馆
巡视时偶遇“张爸”的事。她说，在
进博服务，遇到最多的情况是磨破
脚或者弄伤了手需要创可贴的、问
路的，或者因为工作时间长需要测
量血压的，虽然都是小事，但确实能

“雪中送炭”。再有，就是要紧抓疫
情防控不松懈，珍惜来之不易的抗
疫成果。

援鄂医疗队的工作和进博红十
字志愿服务，看起来虽然一个更“崇
高”，一个更“平凡”，但其使命都是

“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
严”。作为医务工作者和红十字南
丁格尔志愿者，“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早已深深刻入了他们
的灵魂。

▲“小红叶”志愿者在为参加进博会的外国友人指路 （沪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