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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多元联动 驰援灾区
各级红十字会持续救援救助全国各地洪涝灾区

本报讯（宗红）入汛以来,全国
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江西、湖北、
云南等地遭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
面对灾情，各级红十字会密切关注
当地信息，及时向上级红十字会汇
报灾情，主动与当地应急管理部门
联系，互相配合、多元联动，持续积
极参与救援救助，全力以赴保障当
地群众生命健康、生产生活安全。

总会：再次向江西调拨救灾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6 月 30 日至 7
月5日，连续强降雨造成江西上饶、
景德镇、九江等 6个设区市 36个县
（市、区）60.6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
安置群众 1.6 万余人，需紧急安置
1.4万余人。

为应对灾情，7月 8日，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再次向江西水灾灾区调
拨了 2500 个赈济家庭包（其中 500
个赈济家庭包由澳门红十字会捐
赠）和 2500 条毛巾被。目前，该批
物资已从中国红十字会（江西、湖
北）备灾仓库发出，运往上饶、景德
镇、宜春、南昌、鹰潭和九江 6 个受

灾地。

湖北：调拨发放救灾物资
印发宣传工作提示

今年入梅以来，湖北省遭遇多
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给灾
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较为严重影
响。截至7月7日9时，洪涝灾害已
造成湖北省607.5万人次受灾，因灾
死亡 6人、失踪 1人，紧急转移安置
6.79 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 2.81
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 653.64千
公顷，其中绝收面积 49.68千公顷；
因灾倒塌房屋 2096 间，严重损坏
3777 间，一般损坏 1.18 万间；直接
经济损失62.74亿元。

7月8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向受
灾严重的荆州、咸宁、黄冈、襄阳等
地调拨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资助的
赈济家庭包2500个，向荆州、咸宁、
黄冈等地调拨夹克衫 2500 件。该
批物资价值累计 86.5 万元，将于 8
日全部运抵受灾地区，由当地红十
字会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同时，省红会向各市、州、直管

市、神农架林区红十字会和中国红
十字会湖北备灾救灾中心印发紧急
工作提示，就近期全省红十字会系
统防汛救灾宣传重点进行提示。

此前，省红会已启动自然灾害
IV 级响应，并向受灾较重的黄冈、
宜昌、襄阳、荆门下拨的价值 77 万
元的赈济家庭包 2500个，全部发放
至受灾地区群众手中。

云南：首批物资已发往灾区

6月29日8时至6月30日8时，
昭通市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大关
等地遭受强降雨袭击，引发洪涝灾
害，导致多地民房倒塌、庄稼摧毁、
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灾情严重。造
成镇雄县 3 人遇难，镇雄、彝良、威
信、盐津、大关 5县 33380人不同程
度受灾。昭通市红十字会及时上报
灾情，云南省红十字会紧急调拨装
有棉被、大米等物资的赈济家庭包
250 套，作为支援昭通的首批救灾
物资。紧急发往灾情较为严重的盐
津、彝良、镇雄等县。目前，云南省、
昭通市及受灾县三级红十字会联动

协作，积极筹集抗击洪灾应急物资，
主动参与查灾核灾、抢险救援工作，
与灾区群众共渡难关。

甘肃：紧急向灾区调拨物资

6月下旬，甘肃省庆阳市、平凉
市、白银市等地遭受冰雹、洪涝灾
害，共计 19个县区、67个乡镇、273
个自然村的 27.2万人受灾，直接经
济损失 19400万元。甘肃省红十字
会根据灾情报告，紧急向庆阳、平凉
市调拨救灾面粉各 10 吨，共计 20
吨，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针对近期甘肃省多地连续发生
洪涝、冰雹等灾害，省红十字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减灾
委员会会议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决落实红十字会法定责
任，积极开展灾害救援工作。截至
7月1日，争取到天津市红十字会援
助天水市秦安县、甘南州卓尼县冰
雹灾害救灾款 40 万元；向定西、平
凉、庆阳市及甘南州调拨价值 16.5
万元救灾面粉50吨。

红十字帐篷走廊
为考生铺就梦想之路

近期，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
遭遇数轮强降雨袭击。为方便高
考学子参考，避免学生在考试前
后淋雨而影响考场发挥，英山县
红十字会积极向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争取帐篷 115 顶，冒雨在县一
中、县长冲高中搭建总长约 450
米长的帐篷走廊。同时，在城区
主干道设立高考集中乘车便民服
务点9个，方便考生及家长乘车、
避雨。帐篷走廊宛如一条腾飞的
巨龙引领英山考生走向考场，实
现人生梦想。学生家长纷纷点赞
红十字会暖心之举：“感谢红十字
会为莘莘学子铺就了状元路！”图
为考生走过帐篷走廊。

（英红）

习近平回信寄语广大高校毕业生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7月7日给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
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
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殷切期
望。以下为回信原文：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的毕业生们：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得知你
们 118 名同学毕业后将奔赴新疆
基层工作，立志同各族群众一起奋
斗，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
的西部建设者，我支持你们作出的
这个人生选择。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斗争，让你们这届高校毕业生经
受了磨练、收获了成长，也使你们

切身体会到了“志不求易者成，事
不避难者进”的道理。前进的道路
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青
年矢志奋斗。同学们生逢其时、肩
负重任。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
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
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
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
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
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采取
有效措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
就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工
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习近平
2020年7月7日

上海红会开展庆祝建党99周年主题活动
本报讯 （沪红）6 月 29 日下

午，上海市红十字会机关党总支在
嘉定南翔智地群团服务站举行“学

‘四史’·担使命·奋勇抗疫践初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

“七一”主题党日活动，聆听沉浸式
党课、重温入党誓词，并全面回顾
和展示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
及上海红十字人的责任担当和博
爱情怀。

活动开场，一部《把责任扛在
肩上——上海市红十字会参与新
冠疫情防控工作纪实》短片将在场
所有人的思绪带回刚刚经历的那
段充满责任和使命感召的时光。

在“跨越国界、驰援伊朗”环
节，中国红十字会援助伊朗志愿
专家团领队、上海市红十字会基
层组织和青少年部周小杭分享了
由市红会、市疾控、市公卫、市外
办和中国疾控等专家组成的志愿
专家团在伊朗抗疫的亲历故事和
体会。上海市红十字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张浩亮为周小杭颁发
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亲笔签署
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抗疫援助工
作纪念证书。

在随后的“全员行动、党员先
行”“众志成城、爱心接力”“学习党
史、勿忘初心”等三个环节中，上海
市红十字会各党支部和团支部分
别献上了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情
景诗朗诵《看那党性光辉飘扬在高
高的红十字旗帜上》、情景剧《“益”
情》、习近平总书记抗疫重要讲话
经典诵读、抗疫公益歌曲《爱心接
力》等节目，生动再现了红十字抗
疫工作中众志成城、爱心接力的感
人故事。

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党总支书
记李江英带领下，全体党员起立，
面向党旗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
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随后，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馆员、研究室负
责人倪娜现场作了题为《红色足迹
——中国共产党章程历程》的沉浸
式党课。广大党员通过重温、回味
党章的历史，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
主义、对共产主义、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心。

上海市红十字会领导班子和
全体在职党员、团员青年、党外人
士等参加。活动还特邀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援外物资供应站全体党
员共同参与。

新疆红会举办信息网络安全知识专题讲座
本报讯 （新红）为切实增强

全体机关党员干部网络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红十字会信息安全防护
能力，有效应对网络舆情、提升红
十字会公信力，7月2日上午，新疆
红十字会举办网络安全知识专题
讲座。机关及各直属事业单位 30
余人参加了培训。

讲座邀请了专业网络工程师围
绕近年来网络安全发生的案例，解
读一些常见的网络攻击、网络诈骗

手段，阐释如何认识网络安全、做好
各类网络安全风险预防、破解网络
攻击方法等内容。同时，为进一步
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方便广大爱心
人士、爱心企业第一时间快捷迅速
地实现捐赠愿望，工程师围绕优化
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平台、开发微信
捐赠小程序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授
课，开展头脑风暴式交流讨论，为下
一步加快新疆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平
台建设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共筹共建共享 携手人道资源动员
贵州红基会参与中国红基会“博爱校医室”项目网络视频研讨会

本报讯 （黔红）在“博爱校医
室”项目荣登第十七届（2020）中国
慈善榜之际，7月3日上午，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联动全国11家红十字
会、红十字基金会，召开“博爱校医
室”项目网络视频研讨会，探讨共
筹共建共享“博爱校医室”新模式。

针对中西部地区中小学存在
的校医室和校医配备不足、校医缺
乏培训和发展机会、健康教育资源
不足等问题，2016 年，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在贵州省毕节市启动了“博
爱校医室”人道公益项目试点。自
2018 年底该项目正式启动以来，
已先后在全国 10 个省份援建了
156所“博爱校医室”，给 4万余名
学生免费体检，开展“健康进校园”
活动30余期，培训2000余名校医、
保健老师，为中西部地区的“博爱
助学”、脱贫攻坚工作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
爱助学项目中心主任陈珞，在研讨
会上向参会人员介绍了“博爱校医
室”项目情况。

甘肃省红十字会、四川省红十
字基金会、内蒙古红十字会、湖南
省红十字会、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江西省
红十字会、安徽省红十字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博爱校医
室”项目在各地推进情况，对项目
表示高度认可，并提出了“增加防

灾遇险知识教育”“与教育部门增
强联动”“整合医疗资源开展合作
共建”“结合‘智慧校园’开展项目”

“统一项目标准”“采用配套捐赠形
式”“搭建项目云数据支撑平台”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博爱云”总编
辑张煜在交流发言时建议，通过
五个方面对“博爱校医室”项目进
行赋能，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一
是将“博爱校医室”作为人道公益
众筹项目，在“博爱云”等大数据
服务平台上发起互联网众筹；二
是整合贵州红十字“博爱云智慧
校园”项目，为“博爱校医室”赋予
智慧功能，将其升级为“博爱智慧
校医室”；三是借助贵州省红十字
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博士团研发的
便携医疗设备后台云数据收纳系
统，建设校医室数据库，为“博爱
校医室”赋予大数据收集、分析、
应用功能，赋予项目更大的人道
公益拓展空间；四是通过贵州省
红十字基金会深度战略合作伙伴
贵州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以及
基金会目前已有的 30 支“博爱助
医”基金，为“博爱校医室”赋予更
多的医疗资源；五是充分发挥“贵
州省红十字生命健康教育学院
（校）”的作用，为“博爱校医室”赋
予校医技能培训资源。

守好师生健康“安全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爱校医室”项目综述

“过马路一慢二看三通过”“不
在水里嬉戏打闹，不去结伴游野泳”

“如有同伴落水，一定要求助大人和
使用工具，不能盲目救人”……老师
谆谆告诫，孩子们积极举手答问。

6 月 30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博爱校医室”项目开展的暑期学生
生命安全教育课堂上。10 余名儿
童及其家长集聚一堂，学习安全知
识和应急救护技能。

“博爱校医室”项目是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开展的教育促进类公
益慈善项目，6月 16日荣获第 17届
（2020）中国慈善榜“年度慈善项
目”。项目旨在践行红十字运动保
护生命与健康的核心使命，帮助经
济欠发达地区改善校园医疗卫生
条件，提高青少年儿童健康素养，
推动和促进我国校园健康体系发
展。

关注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

2016年，中国红基会博爱助学
项目中心通过对全国六省 900 多
所中小学校的校医室进行调研后
发现，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普遍存在
校医室和校医配备不足、校医缺乏
培训和发展机会、健康教育资源不

足等问题。尤其县级以下地区的
中小学校，校医室和校医设置几乎
为空白，缺乏在校的体检、保健、疾
病预防、应急处置、生命教育等保
障工作，校园中存在着踩踏、传染
病、集体食物中毒等生命健康安全
隐患。

当年 11 月，中国红基会推出
“博爱校园健康行动计划”，启动
“博爱校医室”项目试点。项目旨
在广泛动员募集社会资源，在政府
教育、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在经济
欠发达地区中小学建立校园健康
卫生保障体系及健全青少年生命、
健康教育，同时通过开展免费体
检，对在医疗救助范围内的大病患
儿进行资助，对普遍存在的健康问
题开展针对性的健康课程，从而做
到大病早发现早治疗，小病早教育
早预防。

项目具体内容和目标是：援助
建设“博爱校医室”，帮助配备基本
的医疗保健、健康体测及救护培训
的器材；帮助学校配置的校医进行
后续教育培训；资助学校开展常规
性的体检和疾病筛查；帮助学校设
计和开设健康教育、生命健康教育、
红十字救护培训等课程。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提
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做好少
年儿童的健康安全保障、提高少年
儿童的健康素养是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红基会于
2018 年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
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六省 18 个
县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中小学校校
医室现状调研工作，形成人道系列
报告——《中国中小学校医室现状
调查研究报告》。

调研数据显示，我国现阶段有
59.6%的中小学校未设置校医室或
保健室，影响校医室建设的主要因
素是缺少专业校医、缺少设备设施
以及资金不足；青海、山东、河北、陕
西几省中校医室工作人员是医学专
业背景比例不足 20%，西部地区校
医室工作人员从未参加过培训的占
40% 以上，各地整体健康教育开展
情况不充分，缺乏专业的健康教育
资料。

2019 年 1 月 9 日，中国红基会
“博爱校医室”项目经过专业的项
目调研和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后
正式发布，计划在未来 5 年内在全
国 建 设 1000 所 以 上“ 博 爱 校 医
室”。

校医室建设与精准扶贫挂钩

“博爱校医室”项目聚焦中西部
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国家精准扶贫政
策中的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高度契合。
因此，为贫困地区学校援建博爱校医
室不仅获得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学校的高度配合，还获得了更多爱
心企业的捐赠，拓展了筹资渠道。

一间“博爱校医室”所需资金约
10 万元，用于校医室基础装修，办
公设备、医疗器械及消耗品的采购，
以及举办健康体检、健康教育课程
等活动。2019年，中国红基会在湖
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援建10所“博爱
校医室”，其资金由蚂蚁金服公益平
台爱心用户捐助。

英山县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
口扶贫点。自 2015年来，中国红基
会积极筹集资金，将机构品牌公益
项目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围绕生计、
卫生、教育等方面开展帮扶，助力英
山脱贫攻坚。此次援建的10所“博
爱校医室”分布在英山县6所中学、
3 所小学及县学生综合实践基地，
直接受益师生逾1.7万人。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