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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气温骤降，甘肃
省庆城县红十字会、县民政局、县
残联、县志愿者协会工作人员来
到庆城县特教学校，开展“让爱温
暖整个冬天”温暖包发放活动，为
15 名贫困残疾儿童发放装有棉
衣、棉靴、帽子、围巾、儿童减灾读
本的“温暖包”，帮助他们温暖度
过寒冬。 （李世栋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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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晓肖）12月
3 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重
要讲话，结合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应
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及社区
防灾减灾等工作实际，研究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具体措施。

会议认为，在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胜利闭幕后，中央政治局专门
就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组
织集体学习，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应急管理
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体现了应急管
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站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深刻分析
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
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系统阐明了应
急管理工作的理念、原则、目标、路
径、方法和要求，蕴含丰富的国家治
理现代化思想，为新时代应急管理
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强烈
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
积极推进红十字应急管理体系和
能力现代化，有力协助各级党委政
府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
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坚决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
稳定。要围绕我国当前应急管理
工作的重点，结合红十字会工作实
际，从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十字应急
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红十字应
急工作体制机制、推动防灾减灾救

灾相结合、推进应急救护和防灾减
灾知识“五进”、加强红十字应急队
伍建设、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
撑、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等方
面，制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措施，切实
履行好红十字会“救援救灾”的法
定职责。

党组成员王海京主持会议，党
组成员、副会长尹德明，监事会副监
事长李立东及总会有关部门相关同
志参加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宗红）12月2日，“恒
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
援疆公益活动和“手拉手，一线牵”
为湖北英山献爱心活动毛线编织
品展示会在总会机关举行。中国
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总会
机关党委书记尹德明出席展示会，
为总会女职工的爱心奉献和优秀
作品点赞。总会机关党委 (人事
部)常务副书记兼工会主席王世
涛、总会妇工委和编织兴趣小组代
表参加展示会。

“恒爱行动”和“手拉手，一线
牵”活动是总会连续多年开展的女
职工献爱心活动，本次总会机关及
各直属单位女职工和兴趣小组成员
利用业余时间编织织品237件，创
历年之最。其中，131件织品送往新
疆，106件织品送往湖北英山。

参加活动的女职工纷纷表示，
在严冬到来之际，作为红十字会的
一员，用自己的爱心给贫困孩子们
带去温暖，很开心！用自己的双手
将温暖传递给孩子们，很自豪！

巧手编织，线牵亲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女职工为新疆、湖北英山献爱心

■ 左学佳

“生前6年落实135个灾后重建
及博爱家园项目，去世前2天最大愿
望是好好回家睡一觉。”近期，在云
南省昭通市鲁甸县，许多人都在惋
惜着一个好干部的离世，他就是鲁
甸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汉忠。

“他是在周六上班途中突发心
肌梗塞，但许多人都说他是‘累死’
的。”张汉忠的同事说，6年来，张汉
忠全心扑在救灾一线及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中，亲自落实灾后恢复重
建项目 135个、“博爱家园”项目 30
余个。其中，龙头山镇光明村“博
爱家园”项目、赵家海村下尖山“博
爱家园”项目分别在 2018 年、2019
年获评全国红十字系统助力脱贫
攻坚“十大精品项目”。

日前，张汉忠被中共鲁甸县委
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永远兑现不了的承诺

“他走的两天前，我给他打电
话，问他是否回昭通。他说这两天
太忙了，要加班，还要开会，等星期
六开完会后就回家。这段时间太
累了，回家后就好好睡一觉……”
妻子陈征万万没想到，这成了她与
丈夫张汉忠的最后一个电话。

张汉忠的工作地点在鲁甸县
城，距离昭通市20多公里。为了便
于工作，多年来，他在县城租了一
套 40 平方米的房子，供日常居住。

“他生活十分简朴，多年舍不得买
一套衣服，眼里除了工作还是工
作。”陈征说。

“结婚这么多年，他也没带我
去哪儿旅游。他总说，‘等我退休

有时间了，就带你到四处旅游，看
你喜欢的大海’。”说到丈夫许下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兑现的承诺，陈征
不禁潸然泪下。

虽是科级干部，但张汉忠的家
境并不宽裕，80 余岁的老父亲、老
母亲平时由陈征照顾，儿子退伍回
家，目前还没有工作，女儿在读研
究生，每年都要一大笔开销。如
今，张汉忠离去，家里的重担都压
在了陈征一人身上，靠着打零工维
持生计。

但陈征对家里的困境不愿多
谈，没几句便转移话题，说起丈夫
生前最高兴的事。“今年 9 月，他到
北京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受到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他最开心
的事，他还将合影带了回来，要我
好好珍藏。”

随身携带止痛药上班

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台饮
水机，这是张汉忠日常办公的场所。
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一些资料和
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一些贫困
户的情况。除了这些，抽屉里还放
着两盒止痛药。

与张汉忠共事6年的鲁甸县红
十字会副会长罗廷军说，最近 3 年
来，由于忙碌，张汉忠的身体一直
都不好，除了患有肾结石外，还有
痛风。“许多时候，他都是将药带在
身上和放在办公室，平时都不上医
院，实在不行了才去看。他一共做
过两次手术，都与肾有关。”

2013年，陈汉忠调任鲁甸县红
十字会常务副会长。2014 年鲁甸
地震发生后，他便将全部身心投入

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
“救灾物资来后，要忙接收、看现
场，研究如何分配，经常从早忙到
晚。后期又要忙灾后恢复重建，一
个个重建项目来了，都要亲自落
实。”罗廷军说，当时会里只有 5 个
人，工作量巨大，作为一把手的张
汉忠更忙，“但他为人谦虚，做事低
调谨慎，只喜欢埋头苦干，不喜欢
宣扬自己。”

“全国红十字系统 3 年投入恢
复重建资金 2.8亿元，实施项目 196
项，其中三分之二的项目是在鲁
甸，‘博爱家园’也是鲁甸最多。那
么大的工作量，但张汉忠从来不喊
不叫，默默就把工作干了，而且花
了很多心思，针对不同社区特点进
行创新，比较切合当地实际，得到
了项目方和当地群众的高度认
可。”云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成
文对张汉忠给予高度评价。

“心里有话，眼里有话，嘴里无
话。”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
番林说，张汉忠话不多，但干事踏
踏实实，生病很长时间了，但太忙
经常顾不上去看，有一次还是他家
的亲戚硬拖着他来昆明看病的。

“从评估、培训、动员、建设、竣工，
每个项目至少要跑 5 次，张汉忠总
是工作优先、亲力亲为，经常上山
下乡，比很多当地干部都熟悉群
众。”

“我在鲁甸扶贫，和张汉忠共
事4年，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好
干部、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工
作认真踏实，始终奋斗在抗灾、重
建、扶贫一线，经手那么多物资，却
没贪过一件，经手1亿多资金，没有
一笔出现问题，他一心就在工作

上。”云南省红十字会组宣部部长
尚金诚说。

受灾村民的“老熟人”

龙头山镇是鲁甸地震的中心
区，也是张汉忠去得最多的地方。
谈起张汉忠，龙头山镇副镇长沈亮
才抑制不住内心悲恸。

“他平易近人，总是笑眯眯的，
却在心里装着百姓。”沈亮才说，两
人是地震时认识的，“抗震期间，当
时调往龙头山镇的物资很多，他每
天都在现场，了解灾情，分发物资，
搭建帐篷，保证当地受灾群众有衣
穿，有饭吃，也有住的地方。”

“抗震结束后，看到有的家庭
生命财产损失较大，他又从各方争
取资金，为镇里 349 户争取民房援
建补助资金，每户补助2万元，共计
698万元。”沈亮才说。

在龙头山镇西边的一个山坡
上，矗立着一幢幢崭新的民房，村
内都是硬化水泥路，两旁还种上了
花。“其中部分资金是张会长通过
县红十字会申请下来的，改善了当
地村民的生活状况，还修了博爱
亭、博爱活动室，村民可以在这里
休息、聚会。”县红十字会副会长王
聂说，如今该工程已经成为当地的
精品工程，吸引了县内外许多人参
观取经。

“我跟张会长是老熟人了，他隔
三差五就到我们村来，每次来都要
拉着我聊天，问我缺少什么，有时还
要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过得开心
点，不要总去想哪些难过的事。”回
忆起张汉忠生前的点点滴滴，龙头
山镇龙泉社区谢家营盘小组68岁村
民谢维礼忍不住老泪纵横。

用生命践行使命
——追记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鲁甸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汉忠

本报讯（钟洪言）12月3日至4
日，第22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大会青年论坛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员
出席青年论坛。

本次青年论坛介绍了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

“国际联合会”）2030战略、国际联合
会2019年全球调查各国红会青少年
工作简要情况，首次发布了青年参与
战略实施工具包，交流了部分国家红

会运用工具包的经验做法。论坛期
间，举行了各区域青年网络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有关成员
积极参与青年论坛各项议程，与国
际联合会青年委员会及各国红会代
表广泛交流，向与会代表介绍中国
红十字会推进实施青年参与战略
（YES）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并与
参会代表针对青年参与和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面临的机遇挑战进
行讨论。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参加
第22届国际联合会大会青年论坛

本报讯（孟德涛）12月2日，河
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教
科文卫工委主任、省红十字会监事会
监事长杨金深调研省红十字会工作，
并就做好监事会工作开展专题座谈。

杨金深指出，作为河北省红十
字会监事会首任监事长，决不做挂
牌监事长，将切实发挥作用，真正

履职尽责。他要求，监事会重点做
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明确工
作重点；二是进一步提升红十字会
公信力建设；三是进一步扩大“一
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长期效应。

杨金深还实地查看了备灾救
灾仓库的物资储备和制度建设情
况，对物资出入库及检查制度等规
范化管理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决不做挂牌监事长”
河北省红十字会监事会监事长调研省红十字会工作并作郑重表态

本报讯 （赣红）12 月 5日，江
西省扶贫办公室、省教育厅、省红
十字会联合江西江中食疗科技有
限公司，向全省 25 个贫困县（市、

区）中小学捐赠价值 1180 万元的
营养物资，助力改善贫困地区少年
儿童健康状况，预计惠及1万名青
少年。

江西贫困县获捐1180万元爱心物资

本报讯 （宗红）12 月 4日，第
22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大会、2019 年红十字与红新
月运动代表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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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中
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出
席开幕式。

本次大会适逢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立100周年。
会上，国际联合会主席弗兰西斯
科·罗卡发表致辞。会议将讨论并
通过《2030 战略》，为未来 10 年国
际联合会与国家红会工作提供框
架性意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
将参加联合会大会及运动代表会
议的全体会议、分组讨论等议程，
就重大议题提出意见。

陈竺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
参加国际联合会大会、运动代表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