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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凛

11 月 15 日上午，湖南省株洲
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欢送会
上，顾晓芳作为株洲市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又一次坐在
自己的“老位置”上。已先后为 6
名株洲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举行
送行仪式的她，今天成了欢送会的
主角。

“哎呀，我中奖了！”

“你好，请问是顾晓芳吗？这里
是湖南省造血干细胞资料库管理中
心。”

今年 6月 12日，顾晓芳接到一
个熟悉的电话。她原以为是工作业
务通知，但接下来对方所说的话，让
她屏住了呼吸。

原来，对方是核对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个人信息，同时再次确
认她是否愿意为患者捐献。

“哎呀，我中奖了！”挂掉电话，

顾晓芳怀着一种莫名兴奋，马上跑
到隔壁办公室，与同事分享了这个
消息，大家一片欢呼。

下班回家后，顾晓芳将消息告
诉了爱人，爱人有些担心她的身体
状况，但听完她的专业讲解，也欣然
接受了。女儿则给出了一个更肯定
的回复：“妈妈，你真棒！”

“这是一种责任”

2015年，顾晓芳调任株洲市红
十字会，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当年，株洲市迎来了第 4 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欢送会上，顾晓芳就
坐在这位捐献者身旁，“非常敬佩
他，为别人送去了生命的希望”。

2017 年 6 月 12 日，第 14 个“世
界献血者日”前夕，顾晓芳和班子成
员一同参与无偿献血，并留下了血
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

两年后，2019 年 6 月 12 日，正
在忙碌工作的顾晓芳等来了配型成

功的电话，并于不久后完成高分辨
检测、体检。

按照原定计划，采集时间定为
2020 年 2 月。不过本月初，顾晓芳
突然接到通知：采集工作提前至 11
月20日。

“还有什么比拯救一条生命更
重要的呢？”顾晓芳说，这个通知确
实让她有些措手不及，但采集时间
提前，意味着患者身体状况已符合
移植要求。

顾晓芳立即回复湖南省造血干
细胞资料库管理中心，并马上召集
班子成员开会，安排采集期间各项
工作。

11月15日上午，顾晓芳前往长
沙，入住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做捐献准
备，并于20日完成采集。

“作为一名红十字人，能够身体
力行参加捐献，是一种责任，也能更
好地消除大家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误解，吸引更多人加入捐献队伍。”
顾晓芳说。

身体力行做表率
——湖南省株洲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顾晓芳捐献造血干细胞侧记

本报讯（晋红）11月6日，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第 88 期（山西）乡村
医生培训班在太原开班。来自全
省各地的115名乡村医生参加。

49 岁的段建明是左云县小京
庄乡卫生院的一名乡村医生。近
年来，在各级部门帮扶下，卫生院
医疗条件改善，他越发感到自身知
识储备不足，希望能有机会多“充
电”。

开班第一课，听到山西大医
院全科专家冯玫介绍授课内容，
段建明立即感到自己“来对了”。

“这次主要讲解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尤其有针对老年人多发病和
慢 性 疾 病 的 管 控 治 疗 ，太 实 用
了。”他一边听取讲解，一边认真
记录笔记。

据悉，此次培训为期 15 天，培
训内容包括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妇科、儿科、外科等
农村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知识，以
及临床常用诊疗和外科常用技术
等。

115名乡村医生
赴太原“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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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锦国）11月21日，
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建军主持召开十三届省委第
87 次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省委
常委、省总工会主席马吉孝关于
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
群团组织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省红十字会在总
会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核心业务、服
务弱势群体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
效，应予充分肯定。一是始终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摆
在首要地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红
会姓党、红会爱党、红会为党”的
政治要求，始终保持红十字事业
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始终坚持为
民服务，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群众所急、
党政所需、红会所能，自觉找准事

业发展与为民服务的结合点，创
新服务群众载体，拓展联系群众
渠道，精心谋划和培育实施“红会
助力+”品牌，丰富人道内涵，切实
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三是始终坚持改革创
新，积极推动红十字会改革工作，
压实改革责任，明确目标任务，细
化工作措施，不断优化内部治理
结构，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人
道救助机制，加强宣传工作方式，
着力推进“网上红十字会”建设，
全省红十字会系统管理模式、运
行机制和监督方式深入转变，社
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会议强调，党的群团工作是
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级
群团组织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增

“三性”、去“四化”，进一步发挥党
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青海省委常委会充分肯定省红十字会工作

本报讯 （桂红）11 月 25 日上
午9时18分，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
市靖西市发生 5.2 级地震。自治
区、百色市红十字会立即行动，派
出搜救、赈济等红十字救援队，调
拨帐篷、棉被、赈济家庭包等救灾
物资，当晚发放至部分受灾群众手
中，帮助他们安心度过震灾发生后
的第一个夜晚。

9时30分，百色市红十字会启
动应急响应，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
长马桂荣，广西红十字搜救救援队
副队长、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
队长何振鹏率5名队员赶赴灾区，
14时抵达下雷、念祥、华利等受灾
乡镇，开展灾情评估。

25日晚，自治区红十字会调拨
的首批救灾物资抵达灾区，连夜发
放至部分受灾群众手中，包括 100
床棉被和20顶帐篷。该批物资是

自治区红十字会代储在百色市红
十字会备灾仓库的紧急救灾物资。

“受降雨、低温影响以及山体滑坡
等潜在威胁，受灾群众急需紧急安
置，红十字会连夜送到的棉被、帐
篷帮了大忙。”一位基层干部说。

26日上午，同期发出的200个
赈济家庭包抵达灾区，迅速发放
至受灾群众手中。根据发放计划，
湖润镇新兴街道领取了76床棉被
和 18 顶帐篷，华利村弄义屯领取
了 143个赈济家庭包，布替屯领取
了57个赈济家庭包、2顶帐篷和24
床棉被，约1500人受益。

26日、27日，自治区红十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潘雪红率赈灾工作
指导组赶赴百色市靖西市、崇左市
大新县，勘察灾情，了解救助需求，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指导基层红十
字会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广西红十字会驰援百色地震灾区
就近调运帐篷、棉被、家庭包，连夜送至灾民手中

本报讯（李振波）11月22日，
河南省红十字会召开 2019 年“99
公益日”互联网筹资总结表彰会
议。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
副会长万英，省红十字会副巡视
员、省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郭巧
敏等出席会议，各省辖市红十字
会、县（市、区）红十字会负责人，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省红十字基金会常务
副理事长、秘书长周延威汇报了
全省红十字系统 2019年互联网筹
资工作情况。许昌市、鹤壁市、西
华县、新郑市等先进市、县代表作
经验分享，并就 2019 年互联网筹

资工作提出规划思路。
会议对在2019年“99公益日”

互联网筹资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
典型予以表彰，授予许昌市人民政
府等4个单位、西华县委书记林鸿
嘉等3名同志为特别贡献奖，授予
周口市等9个市、西华县等12个县
（市）为先进市、先进县（市），授予
丁振勇等 191人为先进工作者、76
个医疗机构为爱心医疗机构、23个
单位为爱心企业、83个单位为爱心
单位、292名同志为爱心大使。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
长、省红十字基金会监事长刘瑞
勇宣读表彰决定，为获奖代表颁
发了奖牌和证书。

本报讯 （王博）11 月 19 日至
22 日，陕西省红十字会第一期养
老服务志愿者（护理员）培训班在
西安举办。省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专职副会长舒玉民出席开班
仪式并讲话。

舒玉民要求，充分认识养老服
务志愿者（护理员）培训的重要意

义，注重发挥红十字参与养老服务
工作的优势和特点，加强养老服务
志愿服务团队专业化建设，通过培
训规范志愿者（护理员）参与养老
服务工作的流程和技能标准，在实
践中切实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在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方面发挥红
十字志愿者及护理员的作用。

本报讯 （涂文涛 刘雨彤）11
月18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回头看”工
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主题教育“回头看”
整改落实工作情况汇报和会机关各
部室及相关部门对照民主生活会排
查问题逐条整改情况，研究了“上级

点”“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为民服务
解难题”等任务整改落实情况，要求
下一步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委部署要
求，压实整改责任、提升整改成效。

会议强调，要通过落实整改任
务，引领团结全省红十字志愿者和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让群众成为
省红十字会主题教育整改任务的
受益者，切实感受省红十字会加强
作风纪律为民服务的成效。

湖北红会研究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回头看”工作

陕西红会举办养老服务志愿者培训班

河南红会召开“99公益日”总结表彰会11月23日，吉林省长春市红
十字会赴邻里之家养老院开展
2019年“情暖夕阳，‘医’路相随”
养老志愿服务活动，向老人宣讲
医养知识，进行温馨陪伴，并向
困难老人捐赠了轮椅、助步器、
防褥疮气垫等20余种康复器械。

短短两个月，市红十字会已
先后走进多家养老院、社区，开
展9期共14场“情暖夕阳，‘医’路
相随”养老志愿服务活动，参与
志愿者达180余人次。

（春红）

情暖夕阳

构筑人道桥梁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红十字国际学院人道交流合作研讨班开班
本报讯 （红基）11 月 28 日，主

题为“构筑人道桥梁”的人道交流合
作国际研讨班在苏州大学红十字国
际学院开班。此次国际研讨班由中
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共同主办，红十字国际
学院承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红十字会会长、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陈竺出席并
发表主旨演讲。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副秘书长亚甘·查普
干，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于
福龙，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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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来自加拿
大、伊拉克、阿富汗、蒙古、马来西
亚、尼泊尔、卡塔尔、斯里兰卡、缅
甸、埃及、也门等 11 个国家红会的
代表及国内外学员 70 余人参加研
讨班。开班仪式由红十字国际学院
院长王汝鹏主持。

陈竺发表了题为“构筑人道桥
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
演讲。他指出，此次研讨班是红十
字国际学院首次面向国际红十字与
红新月同仁的人道教育和交流活
动，是继 2018年东吴国际人道交流
合作研讨会后，中国红十字会联合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
加强红十字国际人道交流合作、促
进新时代人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又一次重要行动。此次研讨班延续
了“构筑人道桥梁”的主题，希望大
家通过红十字国际学院这样一个交
流的桥梁和平台，凝聚共识，收获经
验，增进了解，加深友谊，进而站在
一个新的起点推动国际红十字与红
新月运动的发展。

陈竺表示，此次研讨班，恰逢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相聚
在一起，是为了致敬为运动付出心
血、智慧和生命的先贤们，致敬红十
字运动共同的组织联盟，致敬共同
守望的人道初心。

陈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
强人道沟通协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对复杂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红十字运动成员要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高度，彼此增强沟通交流，
充分认识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和急迫
性，重新定义和谋划全球人道事务分
工，形成人道资源多方供给、人道行
动协同推进的多元治理格局。

陈竺提出，要高度重视人道教
育和人才培养，不断加强自身能力
建设，携手推进人道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要更加注重青年骨干的培养
和发挥红十字青少年的作用，携手
面向未来。

亚甘·查普干代表主办方致欢

迎辞，并以“国际联合会百年回顾与
展望”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表示，
2019 年正值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白
求恩大夫逝世 80 周年，《日内瓦公
约》签署 70 周年之际，本期研讨班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回顾了国
际联合会100年发展历史的不同时
期，并探讨“百年老店”在新时期的
定位和发展规划。国际联合会即将
召开第22届代表大会，大会将通过

“2030战略”，将其作为国际联合会
和成员国家红会未来 10 年的发展
指南。未来，国际联合会将继续支
持国家红会发展成强大而有效的本
地行动者，激励和动员志愿者开展
人道主义行动。

加拿大红十字会主席康纳德·
苏维、伊拉克红新月会主席亚森·阿
拔斯、马海德基金会理事长周幼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合作
部主管基拉·苏莱曼扬以及阿富汗、
蒙古国、卡塔尔、斯里兰卡、伊拉克、
缅甸、也门、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
家红会代表围绕“‘一带一路’人道
合作”“ 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行
动”“亚太地区人道事业的机遇与挑
战”等主题进行分享和研讨交流。
各国红会代表们还参访了苏州的红
十字社区工作站。

此次国际研讨班为期3天。研
讨班期间，《劫难之后：从1937南京

记忆到 1949 文明的庇护——纪念
〈日内瓦公约〉签署70周年》主题展
览在苏州大学博物馆开幕，江涌、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张建军在开幕式上致辞。该展
览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红十字国际学院、江苏省红
十字会和南京市红十字会共同主
办，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苏州
大学博物馆提供大力支持。展览共
分四个部分，依次为“庇护文明的共
识”“尊重生命的人性底线”“跨越国
界的人道自觉”“劫难后的链接”。
在日内瓦公约签署70周年之际，希
望通过此次展览，为人道事业搭建
传播的桥梁，重申只有行动才是庇
护生命的信条。参展人员将对人道
的寄托书写在志愿者折叠的纸船
上，并亲自放入“人道之泉”，寓意

“当人道的温度，融化间隔的坚冰“。
该展览 11月 28日起将面向公众免
费开放一个月。

据了解，红十字国际学院是全
球第一所专门致力于红十字运动理
论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学术
交流、国际合作的教学科研机构，于
2019年 8月 31日在苏州挂牌成立。
10月 31日—11月 4日，红十字国际
学院主办了全国红十字系统首期青
年骨干培训班。本期国际研讨班是
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后举办的首个
国际研讨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