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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本报讯（宗红）12月9日，第
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在
日内瓦开幕。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联
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团特命全权大使、常驻代表陈旭，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党组
书记梁惠玲，中国红十字会副会
长于福龙及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
出席大会开幕式。

陈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对中国
红十字会寄予厚望，期待中国红
十字会提供更多成功经验。中
国红十字会在国内的工作围绕
国家发展大局展开，为国际同行
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9日举行的亚太地区国家红会
会议上，与会国家红会希望中国
红十字会进一步发挥领导力，为
地区各国红会注入新的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发扬自
身优势、积极参加大会各项议程
的同时，也在与各方交流中学到
其他国家红会的最佳实践经验。

陈竺说，人道主义其实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所
在。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志
愿者和工作人员不仅出现在中
国大地上，也在阿富汗帮助救治
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中国红
十字会提供的大型多功能移动
医疗单元已在叙利亚、伊拉克拯
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目前

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范围已超出中
国国内，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
声音。“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国际
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这些工
作将来还会加强。”

陈竺强调，中国红十字会的
工作重心是为国内的困难人群服
务，同时关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
疾苦并尽可能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帮
助。未来中国红十字会将进一步加
强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各方

的协作。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每

四年召开一次，《日内瓦公约》缔约
国政府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代表共同参会，讨论各方关注的
国际人道事务并形成决议。本届
国际大会以“今日行动，塑造未来”
为主题，共设置“加强并尊重国际
人道法”“变化中的脆弱性”和“人
道行动中的信任”三大议题。

7日闭幕的第22届国际联合会
大会通过了《2030战略》，为国际联

合会及其成员未来十年的努力指
明方向，即以国家红会的宗旨和
强大实力为基础，联合会和国家
红会将加强联系、增加灵活性和
积极性，更好地迎接未来十年及
以后的挑战，确保最脆弱的群体
不掉队，让所有人共享一个繁荣
和可持续的世界。8 日闭幕的
2019 年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代
表大会通过了重建家庭联系、加
强协调与合作、关注心理健康、诚
信声明等9个决议。

中国代表团出席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开幕式

陈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对中国红十字会寄予厚望

本报讯 （宗红）当地时间 12
月10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在瑞士
日内瓦会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
联合会”）主席弗兰西斯科·罗
卡。双方就应急救护、人道教
育、改革创新与推动区域发展及
人员借调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梁惠玲对第22届国际联合会
大会、运动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向
罗卡表示祝贺，感谢罗卡和国际联
合会对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支持
和帮助。她表示，中国红十字国际

学院在苏州大学成立并成功举办了
人道交流合作研讨班，十几个国家红
会交流了人道工作经验，未来还将建
立国际人道主义研究中心等研究中
心，进一步加强运动理论研究。今年
9月，中国红十字会获得全球首个由
国际联合会全球急救资源中心颁发
的国际急救认证，提升了应急救护培
训的国际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目
前已在各级红十字会按照国际联合
会认证标准实施。

梁惠玲指出，中国红十字会于
今年9月成功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修订了《中国红十字会

章程》，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事业发
展规划纲要（2020-2024）》。下一
步，中国红十字会将进一步聚焦主
责主业，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增强组
织活力，提升人道救援和服务能力，
提升资源动员能力，增强服务易受
损群体的能力，更好地适应人道工
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力
争把中国红十字会建设成为组织体
系健全，运行机制科学，更具凝聚
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红十字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也希望与国际联合会
在红十字青少年、志愿服务、组织发
展、人道传播等方面深化交流与合

作。
罗卡感谢中国红十字会对国

际联合会工作的支持与贡献，祝
贺中国红十字会获得国际联合会
全球急救中心颁发的首个国际急
救认证，希望中国红十字会与国
际联合会合作建立急救资源中
心。他表示，近年来，中国红十字
会在推动区域交流合作、开展国
际人道援助、推动人道主义教育
等方面成就斐然。希望中国红十
字会在深化改革创新中进一步增
强实力，在推动区域发展、参与国
际人道事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梁惠玲会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罗卡

本报讯 （红基）12月 9日，红
十字国际学院教材编写座谈会在
京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原会长、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名誉会长彭珮云
出席座谈会，并为学院聘请的第二
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
座谈会由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孙硕鹏主持。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理事长郭长江，红十字国
际学院院长王汝鹏，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理事长郝林娜，苏州大学副
校长、红十字国际学院执行院长杨
一心，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
光等出席会议。

彭珮云在讲话中首先对红十
字国际学院成立及取得的良好开
局表示祝贺。她说，红十字国际
学院承担了红十字运动理论研
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国际交
流合作等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要建设一个有活力、有实力、
有凝聚力和公信力的从事人道工
作的社会团体，迫切需要加强理
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学院制定的
教材编写规划，首先要集中力量
编写好《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概
论》这本书，阐述清楚中国特色红
十字事业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
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经验和
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

一整套方向明确、观点正确且适
用的教材体系。

彭珮云强调，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这是引领新时代我国各
项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
南。要系统总结我国红十字事业
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清醒地认识
和解决面临的问题，为形成中国
特色红十字事业基本理论奠定坚
实基础。

座谈会上，红十字国际学院副
院长刘选国介绍了教材编写计划
和目前的工作进展情况，王汝鹏介
绍了《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概论》
编写大纲。郭长江、杨一心、郝林
娜、徐永光、郑庚、池子华、马强、张
立明、杨方方、洪俊岭、韩陆、李然、
程刚、张孚传等与会人士就《中国
特色红十字事业概论》的编写展开
了热烈讨论，对教材编写计划发表
了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红十字国际学院专
家咨询委员会于10月31日在苏州
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首批
聘请了国内外53位人道公益领域
的专家教授和资深实务工作者为
委员。第二批增聘了江亦曼、郝
林娜、徐永光、汤敏、韩陆、洪俊
岭、吴苾雯、邓国胜、李然、程刚等
10名委员。

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材编写座谈会在京召开
彭珮云出席并为第二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

本报讯 （曹丽娟）近日，湖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桂英调研省
红十字会，并主持召开会议，专题
研究省红十字会有关工作。省政
府副秘书长彭翔，省委组织部、省
委改革办、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等部
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吴桂英对省红十字会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她指出，近年来，
省红十字会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
中心任务，在保护生命健康、开展
人道救助、重大灾害救援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器官
捐献“一个人的球队”在全国乃至
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浏阳
市高田村88位村民集体登记为器
官捐献志愿者的事迹令人感动，弘
扬了正能量，引领了新风尚。省红
十字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
字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真心关爱
群众，努力为民造福，着力推进全
省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要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团结带领广大红十字工作
者听党话、跟党走。要在省委统一
领导下，着力抓好省红十字会改
革、换届、全省红十字事业发展规
划纲要（2020-2024 年）编制等重
点工作，改进治理结构，提升人道
资源动员能力，进一步发挥联系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严肃党的组织生
活，打造过硬干部队伍。加强公信
力建设，着力推进公开透明，坚持
依法依规治会，培育红十字工作品
牌，不断增强红十字吸引力、凝聚
力。相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红十字
会工作，加强协作联动，充分发挥
好红十字会重要作用。

湖南省副省长调研省红十字会

本报讯（文梅英）12月5日是
第34个世界志愿者日，中华骨髓库
河南省分库举行志愿服务工作交流
会，表彰长期围绕造血干细胞捐献
开展志愿服务的红十字志愿者。

河南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
细胞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23日，目前注册志愿者 486人。
14 年来，志愿服务队以推动造血
干细胞捐献事业发展为宗旨，助

力河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
献人数连续七年居全国之首，多
次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河南省
红十字会评为优秀志愿服务队，
其中300名骨干志愿者被评为“中
华骨髓库五星级志愿者”。

会议表彰了 28位捐献造血干
细胞志愿服务“四星级志愿者”和
34 位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

“三星级志愿者”。

本报讯 （津红）12月 5日，天
津市首位台湾同胞器官捐献纪录
片《海峡遗爱》首映活动在天津医
科大学举行。

该纪录片由天津市红十字会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天津广
播影视职业学院联合摄制，拍摄
制作历时6个月，忠实记录了台湾
捐献者林戴源先生家属从探望亲
人、捐献意愿确认，到实施器官获
取手术、器官转运、缅怀纪念的全
过程，生动展现了一场跨越海峡、
两岸一家亲的生命接力。

“《海峡遗爱》是我市首部以
器官捐献者为题材、跟踪采访拍
摄捐献全过程的专题纪录片，希
望能够帮助更多人了解、走近、支
持和参与器官捐献事业，也希望

通过这部纪录片，真诚记录海峡
两岸同祖同宗共圆中国梦的情
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尽一份
力。”纪录片主创团队表示。

活动现场启动天津市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 10 周年纪念活动，发
布 10 周年纪念标志。2010 年以
来，天津市累计登记捐献 13505
人，实现捐献1245例，其中仅今年
就完成了430例，同比增长63.5%。

天津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于慧斌，天津医科大学副
校长王耀刚，天津市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副巡视员陈建萍，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院长刘春
光，以及市文明办、市卫生健康
委、市第一中心医院等相关负责
同志出席活动。

台胞器官捐献纪录片《海峡遗爱》在津首映

河南红会表彰62名星级志愿者

陈竺出席大会开幕式。

本报讯 （宗红）当地时间 12
月11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在瑞士
日内瓦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主席
彼得·莫雷尔。

梁惠玲感谢莫雷尔对中国
红十字会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她表示，莫雷尔和国际委员会一
贯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并积极支
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倡议和理念。
近年来，国际委员会与中国红十
字会在国际人道法传播、国际人
道援助、应急救援等方面开展务
实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及丰
硕成果。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巴
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 26 个
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开展了一系
列人道援助项目、促进了民心相
通。2019年，中国红十字会在苏
州成立全球首个红十字国际学
院，将打造成为红十字文化传
播、理论研究、人才培训的基地。

红十字国际学院将设立国际人道法
研究中心，持续开展国际人道法研
究与传播。中国红十字会非常期待
未来继续加强在人道教育与传播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

莫雷尔感谢中国红十字会对
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他表示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相关合作领域均取
得积极进展。国际委员会对与中
国红十字会一起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人道行动充满期待，
也希望中国红十字国际学院在运
动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梁惠玲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

梁惠玲会见彼得·莫雷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