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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宗红）11 月 21 日，
2019 年中国红十字会定点扶贫工
作座谈会在湖北召开。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出席座谈会，现场听取湖北
省黄冈市政协副主席、英山县委书
记陈武斌关于英山脱贫攻坚巩固
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对英山县
委、县政府积极履行脱贫攻坚主体
责任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
任夏更生，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兼秘书长、总会扶贫办
主任王平，中国红十字会副监事
长、总会扶贫办副主任李立东，湖
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王玲，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省红十字会会长赵海山，红十
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亚

地区代表处主任彭玉美等参加座
谈会。

座谈会现场，北京潮星集团援
建英山县孔家坊同心学校，山西省
红十字会、善时国际医疗集团有限
公司向英山县捐赠健康扶贫医疗
设备，上海市红十字会、福建省红
十字会、浙江省红十字会向英山县
捐赠扶贫物资，捐助款物合计 1374
万元。陈竺向捐赠单位一一颁发
感谢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自 2015 年
联系英山县开展定点扶贫工作以
来，始终把助力英山脱贫攻坚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精选优派挂职扶贫干部
和驻村“第一书记”，广泛动员红十
字会系统和社会各界人道力量，从
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对英山县

开展认真扎实的帮扶行动。2018
年共整合价值 3000 余万元的款物
支持英山脱贫攻坚。今年在英山
投入帮扶款物价值 1773.3万元，并
引进无偿帮扶 1400 余万元，为英
山培训基层干部、乡村医生、校医、
养老护理员、救护师资、救护员、教
师等 1995 人次。近两年，通过定
点扶贫使英山受益群众达 17.36万
人次。

座谈会后，总会调研组在英山
县开展脱贫攻坚专题调研。调研
组先后来到白石坳小学启航校区、
方家咀乡四棵枫村、英山县红十字
会、金家铺镇龙珠村、孔家坊乡郑
家冲村、孔家坊乡中心小学，入户
走访慰问贫困户，同乡镇、村干部
座谈，看望驻村“第一书记”，实地
调研博爱校医室、备灾救灾仓库、

博爱家园、博爱卫生站、党建扶贫
项目建设和发挥作用情况，指导校
园、机关、乡村开展徒手心肺复苏
和 AED 使用等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并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援
建白石坳小学启航校区“未来教
室”启用和北京潮星集团援建孔家
坊同心学校项目启动揭牌。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张浩亮，福建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林圣魁，山
西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郑红，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高勤，浙江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秘书长佘新荷，北京潮星集团、善
时国际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等捐赠
企业负责人，以及黄冈市、英山县
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并参加
调研。

2019年中国红十字会定点扶贫工作座谈会召开
陈竺赴湖北督导英山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涂文涛）11月20日，
“浙江医药健康帮扶恩施行”项目
启动仪式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举行，浙江省红十字会与
恩施州红十字会签署项目合作框
架。浙江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
书长佘新荷，恩施州委常委、副州
长吴槐庆，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公务事务总监梁林美等
出席，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专职副会长张钦主持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自恩施州被纳

入东西部扶贫协作范畴、明确杭恩
结对帮扶以来，浙江省红十字会系
统已向湖北省、恩施州红十字会调
拨援助款物415.77万余元，其中资
金 149.5 万元，物资价值 266.27 万
元。本次在恩施州实施的“浙江医
药健康帮扶恩施行”项目，将定向
用于开展红十字助医帮困活动，为
减轻当地困难群众的医疗经济压
力，提升生命健康水平发挥积极作
用，为巩固各民族团结共处、守望
相助，共享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本报讯（川红）11月14日，四
川省应急委首批省级应急救援队
伍集中授旗授牌仪式在四川省应
急厅举行。四川省红十字会被授
牌“四川省社会力量应急救援基
地”，四川省红十字救援队被授旗

“四川省社会力量应急救援队”，
并签订承诺书。

此次，四川省应急委共向全
省 49 支应急救援队伍授旗，涵盖
应急工程抢险、应急通信保障、航
空、电力抢险、矿山救援、危化救
援和社会力量等七个专业领域。
省红十字会被授牌省级社会力量
应急救援基地，在全国红十字系
统尚属首例。

本报讯 （李鹏）近日，山东省
红十字会印发通知，对 2020 年报
刊宣传工作作出安排部署，积极推
进总会“一报一刊”订阅工作。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红十字会
要充分认识报刊订阅工作的重要
意义，切实提高报刊订阅工作积极
性，努力扩大“一报一刊”社会影响
力，鼓励各市、县级红十字会不断
提高征订数量，积极争创全国报刊
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通知明确，把报刊宣传工作纳
入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年度评先树
优范围，对订阅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进行通报表彰，争取实现各级红
十字会理事人手一份“一报一刊”，
使他们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国红十
字会的工作任务、方针、政策及各
地红十字事业发展情况，以便于他
们更好地关注、支持和参与本地区
红十字工作。

本报讯（曹芦松 陈玉琴）10
月31日，安徽省实现第200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情况。

31 日上午，淮南师范学院大
学生小陶在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
重庆市一名1岁患儿的生命，成为
安徽省第 2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安徽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孙齐云，淮南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陆晞，淮南师
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正清等赴医
院看望慰问小陶，向他表示祝贺和
感谢。

下午，安徽省红十字会、淮南
市政府新闻办、淮南市红十字会在
淮南市政务中心召开安徽省实现
造血干细胞捐献 200 例新闻发布
会，向媒体介绍安徽省和淮南市造
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情况及捐献者
事迹，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中
新网、人民网、中青网、凤凰网等媒
体记者参加发布会。

近年来，安徽省红十字会不断
加大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宣传推
动、捐献者褒奖和捐献工作体系建
设，目前入库捐献志愿者近 5 万
人，年度库容使用率超过万分之
十，位居全国第二。

安徽实现第2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浙江医药健康帮扶项目走进湖北恩施

山东：把报刊宣传工作纳入评先树优范围

四川红会被授牌“四川省社会力量应急救援基地”

11月14日，安徽省红十字救
护救援培训暨演练在合肥市岱山
湖举行。

演练模拟2019年“利奇马”台
风造成强降雨引发山区洪涝灾害，
致道路坍塌，交通、通讯中断，村
民、伤员被困。演练指挥部接到
灾情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下达救援指令，各级红十字救援力
量迅速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

图为救援人员利用冲锋舟转
运被困群众。 （徽红）

厉兵秣马

本报讯（记者 贺晔）11月20
日，我国第6个心梗救治日，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心拯救”暨急性心肌梗
死急救一包药项目（以下简称“‘一
包药’项目”）联合全国百家医院开
展以“时间就是心肌，急救分秒必
争”为主题的义诊和宣教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百家医院
的 963 位心血管医学专家和医护
人员 ,为医院所在地居民进行血
压、血脂检查，向市民宣传普及如
何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科学饮
食、合理运动等知识，累计接待咨
询和义诊群众 10401人，发放宣传
资料、宣传品共计 39063份。部分
医院现场开展心肺复苏急救演练，
提升群众的急救意识和技能。

据 2018 年中国心血管病报
告，我国现有心血管病患者 2.9亿
人，其中冠心病患者 1100万、心梗

患者250万，且每年新发心肌梗死
患者约 60万例，只有 5%的患者得
到规范治疗。

“急性心梗如果未能及时采取
救治措施，死亡率在30%以上。”项
目负责人介绍，为使广大急性心梗
患者更及时启动双联抗血小板药
物治疗，缩短早期救治时间，提高
急性心梗救治成功率，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联合阿斯利康中国于 2015
年 4 月发起急性心梗救助“一包
药”公益项目。

截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一
包药”项目通过全国 4986 家医院
及急救指挥中心，累计救助急性心
梗患者超过230万人。“一包药”项
目还为G20峰会、武汉马拉松等重
大活动护航，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
广泛好评，并于 2018年荣获“中华
慈善奖”。

全国百家医院同开“一包药”义诊

本报讯 （陕红）近日，陕西省
红十字会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
红十字会充分认识总会“一报一
刊”的重要性，早宣传、早动员、早
订阅，做好2020年报刊订阅工作。

通知要求，积极组织专职工作
人员及志愿者集中深入机关、企

业、部队、厂矿、学校、医院、血站、
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订阅和劝
订宣传工作，力争在 2019 年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订阅覆盖面，保证
各级相关单位领导和部门都有《中
国红十字报》和《博爱》月刊，确保
理事人手一份“一报一刊”。

陕西：确保“一报一刊”送到每一位理事手中

征订快讯

■ 记者 王晓肖

11 月 26 日上午 9 时，寒风凛
冽，气温零下三度。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机关大院里，来自总会机关及
在京直属单位的 30 余名红十字人
已经做好准备，在这里进行一次团
体无偿献血。

献血前，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会见无偿
献血志愿者并合影，对大家的积极
参与表示感谢，对带头参加献血的
部门、单位领导提出表扬。“推动无
偿献血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核心业
务之一，作为红十字人，更应该冲在
前列。大家的参与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是红十字人不忘初心的表
现。”王平表示。

献血人数创历年之最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由总会办公
室和机关服务中心联合倡导组织。
今年报名参加献血的人数达到 35
人，实际参加人数 25人，最终 22人
成功捐献，献血总量达 5200 毫升，
均创历年之最。

“我们对献血太了解了，知道它
对献血者无害，也知道它对急需输
血的患者来说多么重要，因此比很
多不太了解情况的人更加愿意捐
献。”为了带动大家一起来参与，总
会机关服务中心丁海军第一个报了
名。

为了方便大家捐献，也为了
不耽误大家工作，总会机关服务
中心主任曹怀杰主动协调，邀请
北京市血液中心采血车开进总会
机关大院，让临时想要献血的同
事也可以现场加入。“看到大家热
情高涨，让我很受鼓舞。”临时决
定参加献血的总会组织宣传部副
部长边晓说。

北京血液中心工作人员申莹长
期驻扎血站采血，此次赴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采血，她被红十字人的积
极性深深感动。“由于天气原因，每
年夏天和冬天是献血低谷期，红十
字会组织的献血活动对很多人来说
将是雪中送炭。”她说。

乐于奉献的红十字人

一次无偿献血，让许多平时默
默奉献的红十字人涌现出来。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总会组织的
献血活动，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强已有 13 次
献血经历。在此之前，他曾在大学、
部队医院、北京市血液中心的流动
献血车上献过血，曾获无偿献血奉
献奖铜奖。加上此次捐献的400毫
升，他的献血总量超过4000毫升。

“作为一个红十字人来献血，我
感觉非常光荣。”周志强不仅长期坚
持无偿献血，还于 2012年加入中华
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因为长期从事器官捐献工
作，周志强和同事全都签署了器官
捐献登记表。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地点距
离总会机关比较远。一大早，李赐
恩就开车载着两名同事赶到了总
会。这本该是他第3次献血，然而，
在经历了抽血、化验等一系列流程
后，他被告知由于血压较高不能参
加捐献。“我前后测量了 5 次，虽然
血压有所下降，但还是不符合标
准。”李赐恩感觉很遗憾，决定把身
体调理好再去捐献。

与李赐恩同行的周昊威是个
25岁小伙子，大学毕业时献过一次
血，这是他第一次在单位参与献血。
拿到血液中心和总会发放的小礼品
和感谢信，他开心地说：“来参加无
偿献血，没想到收获了这么多。”

今年 55岁的曹怀杰，是此次捐
献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因为自己
是组织者，又是比较稀有的 AB 型
血，再不捐献就‘超龄’了。”曹怀杰
早就做好准备，再次实现献血愿望。

本次献血活动持续 3 个多小
时，参加无偿献血的总会机关及在
京直属单位同志包括：邵锋、边晓、
曹怀杰、侯峰忠、张茹飞、蔡文男、屈
晓娟、郝东升、陈书攻、赵荣厚、丁海
军、周南、段思琪、周志强、周昊威、
窦莹、孙思宇、李强、冯振江、贺晔、
杨振宇、陈娟，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
属于红十字的冬日暖歌。

红十字的冬日暖歌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献血侧记

王平与部分无偿献血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