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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芦松 颜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安徽省红十字会认真
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突出主题教育的实践
性，在助力脱贫攻坚、推进救护培
训、开展生命工程等方面精准发力，
为民服务解难题。

实施博爱家园助力脱贫攻坚

7 月 3 日，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张青带队来到贫困
农村的田间地头，召开主题教育座
谈会，与村两委、村民代表、扶贫工
作队座谈交流，深入农户家中走访
调研，面对面征求脱贫攻坚方面的
意见建议，为下一步依托博爱家园
项目开展精准脱贫问计问策。

与此同时，全省博爱家园助力
脱贫攻坚现场推进暨培训会在省红
十字会帮扶村金寨县花石乡千坪村
召开。“能把扶贫工作会开到村里
来，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作
风就是实！”村民们说。

截至 2019 年 7月，省红十字会
已经在 16 个贫困县分三批实施以

“防灾减灾、健康促进、生计发展、人
道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博爱家园项
目，投入项目资金600余万元，通过

加强硬件建设、支持生计发展、开展
能力培训和志愿服务等方式，促进
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提高灾害
应对能力。

举办众筹大赛进行精准帮扶

6月以来，全国红十字系统第二
届众筹扶贫大赛安徽区域赛在全省
如火如荼开展。“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的要求，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办好
众筹扶贫大赛，同时也作为开展主题
教育、为民服务解难题的一个重要举
措。”张青在动员会上表示。

为办好大赛，省红十字会邀请
专业人士和项目管理老师为各地申
报项目进行培训，党组成员、专职副
会长孙齐云结合主题教育赴郎溪县
开展调研，主动上门为参赛企业提
供帮助和指导。目前，全省16个市
共有53个项目上线，其中46个项目
众筹成功，40 个项目众筹超 1.5 万
元，点赞红心数破亿，67 万余人参
与爱心接力，众筹额近200万元，多
项指标位居全国省级红会前列。

8月23日，省红十字会、省红十
字基金会联合举办安徽区域赛决赛
及产品展示会，39个团队共展出农
产品100余件。经过激烈角逐，共产
生 3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11个三

等奖和26个大赛热推产品奖等多个
奖项，并推选出传文瓜蒌籽、淮北旱
稻香米、岱山湖牛轧糖等12个优秀
项目代表安徽参加全国大赛。

以赛促训危难之时显身手

7 月 28 日上午，淮南市舜耕山
南麓仙女湖上演了一场生死急救的
惊险一幕。正在湖中游泳的陈从兵
发现一名溺水女子，奋力将其拉至
岸上，与闻讯赶来的队友陈怀志一
起对溺水者实施心肺复苏，及时挽
救了女子生命。

陈从兵和陈怀志都是淮南市红
十字救护队队员，6月刚刚接受淮南
市红十字会培训，掌握急救技能。“这
是我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的一次实战检验。”省红十字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省红十字会在主题教育
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保护
人的生命和健康，提高群众的自救互
救能力作为重要职责常抓不懈。

7月24至25日，省红十字会在合
肥举办第三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
大赛。全省16支代表队的128名救
护员参加比赛，通过技能竞赛，检验
实战能力，在全社会倡导“人人学急
救，急救为人人”的救护理念，以务实
举措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见效，为保护
群众生命和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用红色基因传递“生命火种”

造血干细胞是血液病患者生的
希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是红十
字会的重要职能。省红十字会在主
题教育调研中发现，在安徽省 180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有74人是
中国共产党党员，比例高达41%。

“凡是党员志愿者数量多、党员
作用发挥得好的地方，捐献工作就
做得好。”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亳州市 11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中，有 7 名共产党员，比例达到
63.6%，位列全省之最；淮南市已经
实现的1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中，10
例是党员捐献；马鞍山市红十字无
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在 2011 年就成
立了党支部，300 余名志愿者中有
80余位党员，36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中有20人是党员。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人
民谋幸福，落实到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中，就是帮助更多的血液病患
者恢复健康，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省红十
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以党建引
领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融合发
展探索中，他们用共产党员的红色
基因传递了“生命火种”，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真心守初心 实招求实效
——安徽省红十字会开展主题教育侧记

本报讯（罗星星）8月19日至
20 日，江西省红十字会召开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
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孙菊生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作改革推进
情况工作报告。

会议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省红十字会改革方
案》，通报前期改革情况、检视存在
问题、交流改革做法、研究破解对
策，对下一步改革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以江西红十字会改革发展的
新面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孙菊生对全省红十字会改革推
进落实工作表示肯定。他强调，红
十字会改革是中央群团改革的一部
分，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门。
省委领导关心重视省红十字会改
革，省红十字会在推进改革中做了
大量工作。他要求全省各级红十字
会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和省委群团改革会议精神，集
中时间和精力深入落实全省红十字
会改革方案，检视问题、找准差距，
打好改革“攻坚战”，到2020年底前
基本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孙菊生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
切实担负起推进红十字会改革的
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进一步强化
改革认识、明确改革重点、压实改
革责任、完善改革保障。各级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对红十
字会改革的组织领导，抓改革谋
划、抓改革推动、抓改革落实，主动
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重点、难
点、堵点问题。各级红十字会负责
同志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亲
自”要求，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
责任，站在前排、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对改革任务咬定目标不放松，
以改革的新突破推动红十字事业
发展新跨越。

会议指出，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省红十字会改革方
案》后，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有
关部门大力支持，为全省红十字会
推进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
目前，九江市委市政府两办已印发

《市红十字会改革方案》；吉安、赣
州、鹰潭市委深改委会议已审议通
过《市红十字会改革方案》，并将于
近日印发。其他设区市红十字改
革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落实。

会议特别邀请赣州市委副书
记刘文华、吉安市副市长徐开萍、
吉水县委书记袁守旺、婺源县县长
吴云飞等同志作改革推进经验介
绍；向支持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和
2019年“99公益日”活动的爱心捐
赠代表颁发了证书。

各设区市分管副市长，各设区
市红十字会、丰城市、鄱阳县红十
字会主要负责同志及省红十字会
干部等50人参会。

江西红会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津红）8 月 13 日，天
津市红十字系统召开“坚守为民初
心 聚力改革发展”工作推动会。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吴庆云，驻委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
出席会议。党组成员、副会长于慧
斌主持会议。

吴庆云充分肯定了上半年各
区、各部室单位工作取得的成绩，
对完成下半年工作提出了要求。
他强调，要坚持政治建会这个根
本，始终确保党对红十字会的坚强
领导。坚定不移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领红十字事业发展。
持之以恒抓好党建工作格局，推动
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促进党建工
作落地生根。要坚持改革强会这
个举措，为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注入活力。加快推进改革步伐，
坚持工作向改革聚焦、向改革用
力，有条不紊的贯彻落实好改革任
务。要坚持依法治会这个关键，确
保红十字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

化。严格遵守宪法、红十字法等法
律法规和红十字会章程，自觉运用
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
要坚持实干兴会这个引擎，加快实
现红十字工作提质增效。进一步
提升人道服务水平、社会筹资水
平、品牌建设水平，用知重负重、攻
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担当起时代赋
予的使命任务。

于慧斌代表市红十字会对上
半年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半年五
项重点任务：一要围绕加强党的建
设，促进红十字事业全面发展；二
要围绕破解难题，促进红十字系统
全面深化改革；三要围绕加强组织
建设和宣传，促进红十字活动参与
度提升；四要围绕关爱生命健康，
促进平安健康天津建设；五要围绕
人道资源动员，促进困难群众改善
民生。

红十字志愿者代表、各区红十
字会常务（专职）副会长、办公室主
任和市会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全
体干部职工参加。

天津红会召开聚力改革发展工作推动会

本报讯 （蒙红）8月 22 日，蒙
古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班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班。
蒙古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巴雅尔
其木格、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副
会长孟克宝音出席开班仪式并致
辞，蒙古国红十字会代表团 50 人
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后，参训学员参观了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基地与红十字历史文化展厅，全
方位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

的工作业绩与发展历程，体验了各
项沉浸式应急救护项目。

今年4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与蒙古国红十字会签订
合作协议，计划通过“接进来”和

“走出去”的方式，每年在内蒙古为
蒙古国 30个省区培训 2期应急救
护师资，并派出专业师资赴蒙古国
红十字会开展1期师资培训班，用
5 年时间为蒙古国红十字会培训
500名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

蒙古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班在呼开班

本报讯 （冀红）8 月 12 日至
16 日，2019 中韩红十字青少年国
际交流营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
来自韩国庆尚北道的10名红十字
青少年与承德市10名红十字青少
年结成对子，开展为期五天的交
流活动。河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秘书长任献强和韩国庆尚北
道红十字会 RCY 委员会前委员
长琴镛必分别代表中韩两省（道）

红十字会致辞并互赠纪念品。
在承德期间，营员与承德市

第八中学红十字青少年开展艺术
交流和各类红十字健康促进活
动，前往承德市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接受红十字生命健康
安全教育，参观了滦平县“红十字
博爱家园”项目和塞罕坝林场博
物馆。

河北举办中韩红十字青少年国际交流活动

本报讯（涂文涛 刘雨彤）近
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对拟出版公
益图书《爱的灯火——湖北“最美
红十字人”报告文学集》（以下简
称“报告文学集”）人选名单进行
公示。

策划出版红十字公益图书是
2019 年度湖北省红十字会新闻宣
传的重点项目，也是构建完善红
十字宣传大格局的重要举措。今
年5月，省红十字会向各市、州、直
管市、林区红十字会和直属各单

位印发通知，就“报告文学集”人
选进行征集。

经过近两个月的征集遴选，
在充分考虑人选涉及的业务面、
地域面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
意见，经过省红十字会执委会讨
论研究，最终确定了由 30 名志愿
者、捐献者、捐赠人、社区干部、基
层工作者、媒体人代表组成的“报
告文学集”人选名单。

“报告文学集”预计于 2020年
上半年正式公开出版。

湖北红会拟出版“最美红十字人”报告文学集

8 月 23 日，江苏省盐城市龙
冈中学，2019 级 16 个班级的 700
余名新生，在盐都区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和骨干培训师分组指导
下，按照创设紧急情景规范完成
心肺复苏技能操作。

2011年，盐都区红十字会联
合区教育局及相关高中，试点开
展高一新生军训期间应急救护知
识与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师资、技
术和装备优势，科学合理排班，有
效组织实施，使受训学生认识到
掌握紧急救护基本技能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提高他们处理突发事
件时的自救互救能力。

（王金海）

军训学“绝招”

■ 记者 陈娟

他们，是遍布北京市海淀区各
个中小学的“小红豆”；是积极主动
参与各项志愿服务的全国各大高校
学子；更是站上国际舞台，传播人道
主义精神的青年领袖。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红十字青少年”。

五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大力开
展生命健康工程、探索人道法、青春
善言行、人道问题辩论赛等红十字
青少年人道主义教育工作，推动各
地建立学校红十字工作委员会、高
校红十字青年组织网络；指导在全
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建立学校红十字
会4.5万个，发展青少年会员1245.5
万人；目前，我国红十字青少年会员
已经占到总会员数的7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青少年
工作与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已经融
为一体，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滋兰树
蕙，大有作为。

受益：“红十字让我更自信”

“红十字，是精神，要靠我们来
传承。红十字，是旗帜，要靠我们来

举起。”2019年世界红十字日，隆隆
的鼓声伴着嘹亮的快板声在北京市
海淀寄读学校响起，红十字社团的

“小红豆”正在通过快板和行进打击
乐的形式表演快板——《“豆儿”就
是这样红》，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所
有青少年发出弘扬红十字精神的倡
议和号召。

2018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
提出“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人道主
义教育，鼓励引导青少年参与红十
字运动”。在此之前，2017 年修订
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总则”指出，“国家支持在
学校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并在
第三章第十一条明确“组织开展红
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为红十字会九项职责之一。这是对
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依法规范，也
为中国红十字会进一步开展红十字
青少年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事实上，青少年工作早已融入
红十字运动，使广大青少年群体乐
在其中，受益匪浅。

“海淀区是首都高科技园区和

教育大区，中小学生总数占了全市
五分之一，教育教学工作在全市乃
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北京市
海淀区红十字会学校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海淀学工委”）秘书长刘
东冬介绍，自2015年6月以来，根据
海淀区教育特点，海淀学工委从无
到有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
教工委每年拨出专款作为保障，以
骨干教师为重点培养了一批师资人
才，在中小学和学前教育中推广红
十字青少年教育。

“我是被‘骗’去的，却心甘情
愿。”台头小学的王燕笑称自己最初
是被刘东冬“忽悠”去学了应急救
护，没想到一学入了迷，不仅在台头
小学和校际间给师生、家长做急救
培训，更组建了学生急救社团，培
养、带领一大批“小红豆”到周边社
区、文化中心和外省市拉手校普及
授课。

四年级就加入台头小学红十字
社团的李博妍是王燕的“得力助
手”，还曾在暑假给摔伤的姥姥做过
紧急包扎，得到医生肯定。她说：

“自从参加了红十字社团以后，我的

自信心提高了。红十字教会了我如
何自救互救，我喜欢红十字！”

2017 年 3 月 24 日，全国首家
“中国红十字会青少年人道教育实
验基地”在海淀区挂牌成立，“青春
善言行”项目同时落地海淀寄读学
校。随后，海淀区学工委率先申报
10 所中小学首都紧急救援志愿服
务站，创建首批 8 所中小学人道教
育实验基地校，并逐步成立学区学
工委分会和北部学校红十字人道
教育实验基地联盟。同年 9 月，举
办 2017 年“红十字进校园关爱青
少年”人道教育第一课，宣传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示
范推广《红十字应急救护》《探索人
道法》《青春善言行》等人道教育课
程。

一系列人道教育项目的实施和
开展，为台头小学的“小红豆”、苏家
坨小学的“苏小爱”，以及更多的“红
豆姐妹”“红豆宝宝”“红豆青年”“红
豆外外”“东实小红豆”的茁壮成长
夯实了基础，提供了沃土，让他们在
人道领域走得更远，更久。

（下转三版）

青春作伴谱华章
——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掠影

砥砺奋进的五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