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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娟）11 月 12
日，新一轮内蒙古自治区“光明行”
完成万例手术慰问宣传活动在呼和
浩特举行。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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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光
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组委会主任委员
布小林，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红十
字会会长、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
组委会副主任委员欧阳晓晖出席活
动，为受益患者和青少年代表发放慰
问品，并看望慰问术后患者。

截至目前，新一轮全区“光明
行”社会公益活动已累计筛查眼疾
患者30.34万人次，实施白内障复明
手术 10003 例，提前完成 2020 年底
前实施万例手术的目标任务。

五年实施25018例复明手术

内蒙古地处高原，是白内障高
发地区。据统计，内蒙古每年新增
白内障患者 9000余人，其中相当一
部分患者家庭贫困，且老年人居多。
由于经济困难，许多患者不能及时
接受治疗，导致视力残疾，失去了劳
动和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质量下降，
也给家庭造成了负担。

本世纪初，时任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会长云曙碧采取自筹资

金、引进加拿大红十字会援助项目
等方式，在乌兰察布等盟市开展复
明扶贫项目。

2015年，自治区红十字会提出
“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的设想，得到
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内蒙古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布小林
的高度重视。在她的大力倡导下，
由内蒙古光彩事业促进会、自治区
红十字会、老牛基金会、自治区扶贫
基金会共同发起，自治区财政厅、人
社厅、卫生计生委、残联、广电、光彩
事业基金会参与支持的首轮“光明
行”社会公益活动于当年6月正式启
动，为期三年。

2018年5月4日，自治区继续启
动新一轮“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计
划在建党100周年前（即2020年底），
为全区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
明手术10000例，并针对青少年儿童
近视、弱视、斜视等问题启动“光明
行”青少年眼健康护眼行动，派出医
疗队赴蒙古国实施白内障患者复明
手术。

五年来，两轮“光明行”已累计
筛查眼疾患者64.27万人次，为贫困
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25018 例，受益贫困患者 23429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77人），
实现了“复明一人、幸福一家、感动

一方”的社会效果。
活动还累计为 45.11万名青少

年儿童进行视力筛查，为 3257名贫
困家庭真性近视青少年配戴近视
镜、496名斜视青少年实施矫正手术
（其中2019年为14.26万名青少年儿
童进行了视力筛查，为356名青少年
儿童配制近视镜、3名斜视青少年实
施矫正手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呵护好孩子的
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的重要指示精神。

五年帮助1000名蒙古国患者复明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下，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注重加强人
道领域对外开放合作。

2018 年 5 月，由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牵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内蒙
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共同启动“一带
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2019年
4月25日，中蒙两国签署《中蒙建交
70 周年纪念活动计划》，“一带一
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成为计划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该行动已为 310 名蒙古
国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
术，并计划用 5年时间帮助 1000名
蒙古国白内障患者复明。自治区红
十字会还积极参与服务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和内蒙古自治区对外开
放战略，与蒙古国红十字会建立友
好合作关系，双方人员互访成为常
态，并在备灾救灾、人道救助、艾滋
病预防、红十字青少年等方面达成
了广泛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

通过多年发展，“光明行”探索出
了一条“党委引导 、政府支持、公益
组织搭建平台并组织实施，相关部门
通力配合，爱心企业慷慨解囊，全社
会参与，关注百姓健康，助力脱贫攻
坚”的公益事业新模式，赢得了社会
广泛赞誉，先后荣获亚洲防盲基金会
授予的亚洲地区“唯一特殊贡献奖”、
第六届感动内蒙古人物特别奖，第十
届“中华慈善奖”。2019年5月，“光
明行”公益群体被内蒙古自治区宣传
部授予“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区“光明行”社会公
益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王芳表示，
下一步，“光明行”白内障复明行动将
在建党100周年前，针对新增困难家
庭患者实现全覆盖，青少年护眼行动
完成筛查 20 万人次以上，“一带一
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再完成复明
手术200至300例，为保障困难群众
健康福祉、增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中蒙两国民心相通相融、实现人道领
域共建共享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一轮“光明行”助万人复明
已累计筛查眼疾患者30.34万人次，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10003例

本报讯 （津红）为深入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
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广泛传达学
习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精神，天津市红十字会
第一时间组建宣讲团，在全市范围
内持续开展宣讲活动。截至11月
月初，已覆盖包括市区两级红十字
会专兼职干部、会员代表、志愿者
代表、红十字青少年、社区工作者、
爱心人士等近1000人。

9月30日，宣讲团在天津市红
十字会机关开展首场宣讲，全体
干部职工参加。随后，宣讲团陆续
走进 2019年天津市红十字会志愿
者骨干培训班、2019 年红十字青
年骨干系列培训班、高校红十字会
工作示范交流会、2019 年度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班、静海义工
队专题党课等活动，宣讲内容涵盖

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精神、红十字运动知
识、基层工作者经验分享、红十字
志愿服务的开拓与思考、红十字青
少年工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相融合等。

据悉，天津市红十字会党组高
度重视宣讲团组建工作，专门成立
宣讲团专项工作组，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吴庆云任组长，党组成
员、副会长于慧斌任副组长，机关
各部室及所属单位负责人为专项
工作组成员。宣讲团成员由天津
市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市红
十字会各部室及所属单位负责人、
优秀工作者代表、优秀志愿者代
表、红十字青年骨干组成，共计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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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红会组团宣讲“十一大”精神

本报讯（苏红）11月12日，江
苏省应急管理厅、省红十字会签
署防灾减灾救灾联动工作机制合
作协议。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
记、厅长陈忠伟，省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齐敦品出席签
约仪式并讲话，省应急管理厅副
厅长沈仲一主持签约仪式。

按照协议，双方将以各自职
能为基础，以数据共享、优势互
补、密切配合、注重实效、稳步推
进为原则，积极开展全面、深入、
长期的战略合作，从五个方面建
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信息
互通，建立信息共享通报机制；强
化应急联动，建立统一指挥调度
机制；统筹调度管理，建立资源协
同保障机制；支持队伍发展，建立
社会力量引导发展机制；发挥各
自特长，建立应急演练和培训合

作机制。
近年来，江苏省红十字会积

极参与政府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规范应急救援工作流程，加强救
援队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改进物
资储备和管理，应急救援能力不
断增强，在省内外一些重大事故
和灾害救援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此次签订合作协议，是红十
字会改革创新的最新成果，也是
深入推进江苏省防灾减灾救灾体
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省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红十
字会系统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不
断提升红十字会应急救援、物资
保障和指挥调度能力，在服务党
委政府工作大局、提供紧急人道
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省十字会签署防灾减灾救灾联动合作协议

从五方面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本报讯（曜红）11月10日，第
13期曜阳养老院长暨第29期曜阳养
老护理员培训班结业仪式在江苏省
扬州市举行。来自全国180余家养
老机构的200余名学员参加活动。

培训班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发展养老事
业和产业，帮助广大养老服务管
理骨干得到科学、系统的培训，提
升养老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并
为养老服务工作者提供交流互
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平台，
感召和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关心、
关爱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积极构
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

活动现场，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事业发展中心和扬州技师学院
就共同成立培训学院相关事宜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举办了曜阳
养老华东培训基地授牌仪式。

据悉，2012年至今，总会事业
发展中心共举办培训班 40 期，累
计培训全国 1300余家养老机构的
护理人员、院长，帮助大家对国家
养老政策、养老机构建筑标准、养
老运营沟通技巧、老年人慢性病
预防和康复、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与规范管理等内容有了更为深入
的了解。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陈俊
宏，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院长都
国雄等出席结业仪式。

本报讯 （珠红）11月 9日，广
东省珠海市红十字会与澳门特别
行政区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原妙
杯·2019年珠澳大学生红十字应急
救护知识技能交流竞赛”。澳门红
十字会理事长马健华，广东省红十
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何荣，珠海
市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阎
武等出席，来自珠澳两地的100名
大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本次应急救护知识技能竞赛
是珠海市红十字会与澳门红十字
会首次联合组织开展交流访问联
谊活动。两地红十字会表示，将
按照双方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在加强应急救灾救援演练、开展
人道资源动员、加强志愿服务经
验交流等方面继续加强交流合
作，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张爱忠）11月7日至
8日，河北省红十字会举办首期新
闻通讯员培训班，并部署“一报
一刊”征订工作。来自全省各市、
县（区）的新闻发言人及通讯员等
50人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河北省红十字会
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郝建强对
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2019年宣传工

作进行讲评，对做好明年宣传及
“一报一刊”征订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表示将继续定期组织开展新
闻通讯员培训班，不断提高全省
新闻传播的业务能力。

培训班主要内容包括“怎样
发现新闻、新闻写作实务、新媒体
时代网络舆情的产生和应对策
略、新媒体创意策划等。

河北红会部署“一报一刊”征订工作

珠澳联合举办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

第29期曜阳养老护理员培训班结业

■ 沪红

11月 5日至 10日，第二届中国
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其间，上海市红十字会选派
251 名红十字志愿者在 5 个红十字
救护点、4个医疗站和 15个场馆提
供现场救护服务，被广大参展商、市
民亲切地称为“小红叶”。

报名争当“小红叶”

与首届进博会相比，第二届进
博会展馆面积更大、参展人数更多。
为保障现场安全，作为进口博览会
城市保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一，
上海市红十字会紧紧按照习近平主
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
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
效、越办越好”的承诺要求，提前进
入筹备状态。

8 月初，上海市红十字会专门
发出通知，在全市红十字系统启动
进博会志愿者工作，得到广泛响应，

短短数天报名人数就超出了原定招
募人数。

综合各方面情况，市红十字会
最终在全市 16个区红十字会、9家
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以及红十字南
丁格尔护理志愿服务队中招募了
251 名志愿者，比上届增加 61 名。
他们中有医生、护士，还有红十字应
急救护师资、救护员等，均具有现场
应急救护方面的技能与专长。

张天罡是一名红十字应急救护
师资，也是 2018年首届进博会志愿
者。看到志愿者召募信息后，他第
一时间报名参加。“能成为一名进博
会志愿者，为参展人员提供现场救
护服务，感到十分光荣”。

据统计，本次召募的 251 名志
愿者中，有近三分之一是首届进博
会志愿者。

“第二次成为进博会红十字志
愿者，同事和朋友都十分羡慕，自己
也十分激动。我们一定会奉献进
博、不辱使命，为第二届进博会的生
命安全保障作出贡献！”担任本届进

博会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第五组组长
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红
十字医院）医生汪方说。

党员带头冲在前

本届进博会 251名红十字志愿
者中，有90名党员。为更好发挥党
员骨干作用，10月22日，上海市红十
字会在国家会展中心成立第二届进
博会一线临时党支部，统一组织领
导进博会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

对 65 名进博会长期管理岗位
志愿者和100名国家会展中心防爆
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开展救护
培训，对团市委组织招募的 5000余
名进博会志愿者开展应急救护普及
培训，是上海市红十字会接到的一
项重要任务。

短短一个月，见缝插针培训近
5200人，工作压力可想而知。但承
担培训任务的30余名师资，在市红
十字会统一安排下，在党员骨干带
头下，精心准备，认真讲解，出色完
成了任务，受到进博会组委会、团市

委和受训志愿者好评。
本届进博会，上海市红十字会

在各场馆、红十字救护服务点及部
分人流密集处安装了58台AED（自
动体外除颤仪）。同时，还在各救护
点、医疗点配备了部分急救器材和
救护物资等。

根据场馆布展情况和安保工作
要求，这些设备和 AED 直到 10 月
31日才进入安装环节。31日当天，
红十字志愿者、市红十字会备灾救
灾中心工作人员和设备提供方一早
来到场馆，整整奋战了一天，确保开
馆前安装调试到位。“作为一名党员
志愿者，在进博会这样关乎国家形
象、关系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面前，
吃点苦、受点累不算啥，关键时候，
我们党员就要冲在前面。”第四组组
长高博说。

党员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进博会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共
有6个小组，其中5个小组组长是党
员。开馆 6 天时间，在馆内服务时
间最长的多为党员。 (下转三版)

日均行走2.5万步 服务5300人次
——“小红叶”服务第二届中国进口博览会素描

11月10日上午8时，重庆国
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在重庆市南
岸 区 南 滨 路 鸣 枪 开 跑 ，共 有
12000人参赛。为保障参赛运动
员安全，南岸区红十字会、南岸区
卫生健康委组织辖区 10 家医疗
机构 11 辆救护车、170 余名医务
人员开展现场医疗保障，现场治
疗伤员1540余人，圆满完成赛事
保障任务。

图为红十字志愿者为脚踝受
伤的小运动员处理伤情。（南红）

“还疼吗？”
“不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