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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红院）11月22日下午，
红十字国际学院建设发展座谈会在
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交流中心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
字会会长、红十字国际学院名誉院长
陈竺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国红十
字会副会长、红十字国际学院理事长
孙硕鹏，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王汝
鹏，苏州大学副校长姚建林，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
办事处副主任彭玉美，以及来自部分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出席座
谈会。座谈会由孙硕鹏主持，姚建林
代表苏州大学致辞。

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红十字国际学院兼职教授葛道顺，
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尧，北京大学
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红十
字国际学院兼职教授金锦萍，深圳
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红十字国际
学院客座教授黄浩明，苏州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院长张增利，南京工业
大学浦江学院公益慈善管理学院执
行院长谢家琛，红十字国际学院云
教育发展中心主任许凌等专家教授

分别就红十字交叉学科建设、本科
及研究生招生培养、学院“十四五”
规划、云教育平台开发建设等议题
进行了重点发言和深入讨论，为学
院建设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与会专家教授的发言和
意见建议后，陈竺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红十字国际学院“十四五”发展
规划要紧紧围绕国家“十四五”规划
对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人道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建设的要
求，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要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积
极推进红十字交叉学科的创建，尽快
完成规模化专职师资及管理人员队
伍的组建，初步形成系统化人才培养
体系，努力将学院建设成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教学科研机构，打
造成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高地、人道公
益人才培养的基地、红十字事业发展
的智库、国际人道交流的平台。

陈竺强调，要强化学院工作的
组织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苏州大学要继续

高度重视学院发展，加强资源动员，
加大投入力度，为学院发展争取有
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更多更好的支
持。特别是要进一步密切与红十字
国际组织及相关研究机构的联系，
协同国内国际资源，合力推进学院
建设。学院各方要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领导班子要主动担当作为，教
职员工要积极提升专业素养，要在
学院上下形成“谋发展一盘棋、干事
业一条心、抓工作一股劲”的良好氛
围。要强化各教研中心的建设，把
教研中心建设成为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的领先平台，推动学院更好地
发挥人道事业智库、高端人才培养
和国际人道交流合作的职能作用。

陈竺表示，红十字国际学院是
专门致力于红十字运动研究、人才
培养、文化传播、学术交流的教学科
研机构，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一带一
路”人道主义合作，为全球人道事业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的重要平
台，希望各位专家充分发挥自身的
学科带头作用和学术影响力，继续
关心支持学院建设发展，提升学院

教学研究能力和水平，共建国际学
院，共享人道教育。

座谈会开始前，举行了红十字
国际学院新增联合发起人、客座教
授、教研中心主任的证书颁授仪式。
陈竺先后为人道事务高级研修班学
员许凌、北京汉唐自远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曾向群、北京纵情向
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尧颁发学
院联合发起人证书；为王汝鹏、金锦
萍、黄浩明颁发苏州大学客座教授
聘书；为任浩、许凌颁发学院“一带
一路”人道合作教研中心和云教育
发展中心主任聘书。

座谈会上，彭玉美介绍推荐了
《亨利·戴维森传记》一书。亨利·戴
维森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的主要创始人，她希望学院引
进出版这本人物传记，在回溯联合
会乃至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历史中获
得继续前行的动力，激励大家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人道力量。随后，陈竺代
表国际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将

《亨利·戴维森传记》一书中译稿转
交王汝鹏。

红十字国际学院召开建设发展座谈会
陈竺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红院）11月22日，在
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红十字国际学院名誉院长陈竺
第五次来到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
学院，亲自为“国际人道工作实务”
本科微专业的学生授课。中国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孙硕鹏，
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王汝鹏，苏州
大学副校长姚建林，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办公
室副主任彭玉美等出席旁听。

陈竺以“百年中国共产党史和
百年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史的启
示及新时代红十字工作”为题，与
同学们一起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系统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历史、中国红十字运动百年历
史的成就、经验和启示，厘清了中
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
关系，分析了当前红十字人道工作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望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光辉未来，
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到红十字人
道事业中来，为促进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和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课后，陈竺和同学
们亲切交流，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正式授课前，举行了陈赛娟院
士向红十字国际学院捐款仪式。
陈赛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
科协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为支持学
院人才培养，鼓励学生积极选修与
红十字相关的微专业，陈赛娟院士
以个人名义捐款设立“红十字国际
学院本科微专业奖学金”，每年奖
励10%左右的微专业优秀学生，每
名学生奖励 1000~2000 元。据了
解，这是陈赛娟院士第二次以个人
名义向红十字国际学院捐款。

“国际人道工作实务”微专业
是红十字国际学院响应陈竺关于
为 IFRC、ICRC 培养和输送专职
人道工作者的号召，于 2021 年春
季学期策划推出的一项类交叉学
科型专业选修课程。通过聚焦人
道工作实务、国际组织工作方法相
关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旨在助
力选课学生初步构建进入国际性
组织，参与国际人道事务及从事其
他类似职业的核心素养和从业能
力。该微专业课程为期一年，共计
216学时，招生对象为大学本科二
年级以上在校生，首期班共招收了
来自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社会学
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健法
学院、外国语学院、医学部等13个
学院（部）的64名学生。

陈竺为红十字国际学院微专业学生授课
陈赛娟院士捐设“微专业奖学金”

本报讯（崔海燕）伟大成就鼓
舞人心，宝贵经验弥足珍贵，历史使
命催人奋进。连日来，上海市各级
红十字组织根据中央和市委部署要
求，迅速投入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之中。

11 月 22 日，上海市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浩亮主持
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专题学习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就学习
贯彻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
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来抓。一要做到“三个结合”，与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相结合，与学习贯彻总书记
对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相结合，与做好红十字主责主业
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发展道路。二要覆盖“三个
层面”，党组中心组要带头学、带头
讲，发挥示范作用；党总支要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推进走深走实；党
支部要精心组织，抓好落实，力求
取得实效。三要运用“三种形式”，
采取辅导报告、集中学习、个人自
学等方式，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对全
会精神的理解，自觉增强学习宣传
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金山区、闵行区、崇明区等各
区红十字会也先后召开专题会议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
示，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与
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
结合，聚焦保护最易受损群体生命
和健康，切实加强应急救援、应急
救护和人道救助等工作，助力党和
政府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
民生保障建设，更好地发挥红十字
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
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精心谋划明
年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上海红会掀起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本报讯 （津红）日前，天津市
红十字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研
究贯彻落实措施。天津市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吴庆云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市红十字系统各
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
速传达、精心部署、深入推动、形成
热潮。要层层压实责任，切实抓好
学习贯彻工作的落地落实。要加
强学习宣传，市红十字会党组理论
中心组要带头学、持续学、深入学、

反复学，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以上
率下。要注重学用结合，结合实际
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要推动党员
干部切实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刻把握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决议》的
重要历史地位，进一步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政治意识，努力把“两个确
立”转化为“两个维护”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会后，机关党委对天津市红十
字会机关及红十字事务中心党支
部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行了部署。

天津红会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王燕京）11月16日，河
北省红十字会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李林龙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省红十字会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党中央、省委
统一部署和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迅速在全省红十字系
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热潮。要通过党组理

论中心组学习、支部“三会一课”、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方式，深入开
展专题学习研讨，坚持学深学透，
把握核心要义，进一步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会要求上来。要将全会
精神转化为用心用情推动红十字
会各项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实际行
动，扎实做好“三救”“三献”等核心
业务工作，推动新时代红十字事业
高质量发展。

河北红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吴敦祖）近日，江西
省红十字会与健康江西建设办公
室、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卫生健康部门与红十字会协作联
动 大力推进健康江西行动的指导
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10条措施，
联动推进健康江西行动。

一是强化工作联动，实施全方
位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强化健康
科普宣传活动联动，充分发挥红十
字会基层组织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作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
观,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健
康素质；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联动，加强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红十字会针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联动协作机制建设，提升
协同应急救援能力；强化应急救护
联动，大力实施“红十字救在身边”

行动，充分发挥红十字应急救护普
及培训作用，有效提升公众应急救
护知识技能普及程度。

二是推动志愿服务，动员全社
会参与健康江西建设。红十字会
要依法依规推进有条件的医疗卫
生机构红十字基层组织、基层阵
地、基层队伍建设，不断拓展红十
字基层组织覆盖面，推动基层志愿
者组织发展；各级红十字会、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要利用世界献血者
日、世界红十字日等卫生健康主题
日 ,广泛开展“三献”工作宣传动
员、人道关爱等主题宣传活动，推
动“三献”工作开展；各级红十字
会、卫生健康部门要充分利用“博
爱家园”等红十字基层阵地 ,深化
红十字特色志愿服务；省红十字会
和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围绕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目标,积极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三是坚持宣传引导，形成全人
群营造健康江西建设的良好氛围。
加大健康江西建设宣传力度，增强
社会对健康江西建设的普遍认知和
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
健康江西建设的良好氛围；加强红
十字人道理念传播，做好造血干细
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无偿
献血、红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应急
救护现场施救者褒扬、捐赠税收优
惠、依法防控重大传染病等相关政
策知识解读；建立部门联动的工作
机制，深刻认识加强部门协作、联动
推动工作的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注重发挥红十字会社会组织优
势和卫生健康部门专业优势。

江西印发《关于加强卫生健康部门与红十字会协作联动大力推进健康江西行动的指导意见》

三方面联动推进健康江西行动

本报讯 （涂文涛 吕露）11月
18日，湖北省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
作基地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
区揭牌。至此，湖北省红十字会已
在武汉地区 10 所高校建立红十字
青少年工作基地，每所高校配置的
AED（体外除颤仪）也已完成安装

并投入使用。
2021 年初，省红十字会、省教

育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红十字工作的通
知》，要求要加强阵地建设，加大投
入建设博爱校医室，建设用好生命
健康安全体验教室等阵地。省红十

字会安排财政预算在全省建设 40
个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基地，其
中在武汉地区高校建设10个，省内
其他地区建设30个。

作为在全省学校推进基层组织
建设的试点项目，基地确定“六有”
标准，坚持组织、阵地、工作一体化
推进思路，充分发挥红十字工作育
人作用，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湖北建成40个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基地

11月23日下午，重庆市红十
字会在大鱼海棠公园举办红十字
应急救护公益培训课堂。获评重
庆“最美救护员”的王勇重返救人
现场，向社区居民宣讲应急救护
知识与技能。

10月23日，王勇在大鱼海棠
公园入口处扮演小熊发传单，成
功挽救一位心脏骤停的路人，其
救人过程被围观群众用手机拍
下，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很多人
通过微信、电话，甚至直接到宠物
店里找我，都提出想学 CPR（心
肺复苏），问我在哪儿能学到……
可我一个人也没法教啊，于是我
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市红十字
会，市红十字会也很支持，因此组
织了这次培训。”王勇介绍。

（白洁）

“最美救护员”重返救人现场

本报讯（闽红）11月18日至
19日，福建省红十字会“红博云”
智慧应用平台建设研讨会在福
州举行。省红十字会副会长黄
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红十字
会要紧紧围绕“搭建一个平台、
完善两类服务、实现三级协同、
拓展N+应用”的建设目标，立足
需求、立足应用、立足规范，建设
功能齐备、互通共享、高效便捷、
稳定安全的信息化综合服务平
台，促进红十字工作整体能力与
水平提升。

研讨会邀请了数字中国研
究院（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及部分网络科技公司的专家
分享信息化平台建设经验。

福建举行“红博云”平台建设研讨会

本报讯 （甘红）11 月 25 日，
甘肃省红十字会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王军前往景泰县正路镇兔窝
村检查指导帮扶工作，并召开帮
扶工作总结座谈会。

王军表示，省红十字会将一
如以往关注兔窝村的乡村振兴工
作，继续为实现脱贫稳定、全面致
富、乡村振兴贡献红十字力量。

正路镇人民政府及村两委向
省红十字会赠送锦旗，表达对省
红十字会的衷心感谢。

甘肃召开帮扶工作总结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