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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总会召开全国红十字系统工作视频会议

对开展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本报讯 （宗红）7月14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召开全国红十字系统
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对全国红十字系统
做好灾害救援救助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梁惠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国红十字系统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要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汛期救灾工作的决策
部署。各地红十字会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急群
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
所忧，主动在防汛救灾中担当作为，
把做好灾害救援救助工作作为落实

“两个维护”的具体检验、依法履职尽
责的实际行动、弘扬红十字精神的生
动实践，发挥好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
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为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贡献力量。

会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在
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找准工作定
位，明确工作职责，加强沟通协调，
高效有序完成党和政府交办的各项
任务；要发挥行动优势，及时迅速赶
赴灾区，深入了解灾情和需求，根据
灾情与需求实施精准救援救助；要

发挥组织优势，加强调度配合，上下
联动、各方支援，形成红十字组织参
与救灾的强大合力；要发挥资源优
势，根据灾情和需求，及时选派搜
救、水上救生、赈济、心理等方面专
业救援队伍，主动参与人员搜救、临
时安置点建设、心理疏导与支持等
救援任务；要高效运转，及时调拨和
发放救灾物资，真正解决灾区群众
急需；要做好 24 小时灾害值班值
守，保持通讯畅通，在灾害发生后及
时收集、核实、上报灾情数据和需求
信息，精准调度指挥。

会议强调，各级红十字会要把
防汛救灾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摆上
重要工作日程，建立机制、强化措
施、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地方红十

字会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要坚持一
线指挥，压实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闻令而动、冲锋在前，
在防汛救灾一线践行初心和使命。
要大力宣传防汛救灾工作中涌现的
先进事迹、感人故事，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入汛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针对各地汛情启动应急响应28次，
先后向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
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湖北等
受灾地区调拨救灾物资及资金，助
力当地红十字会开展防汛救灾工
作。受灾地区各级红十字会共派出
水上救生、搜救、赈济等救援队 113
支，组织救援队员和志愿者 1.18万
人次参加防汛救灾工作。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

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文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
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
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中国
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
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
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
能动摇。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
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

“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
产党。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
这就是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
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
不能动摇。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
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
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
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
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
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
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
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
本要求。

文章强调，中国的事情要办好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
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
险和挑战，关键在党。我们要聚精
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
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
斗力。

紧抓一个“快”字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组赴湖北指导救灾侧记

■ 记者 贺晔

7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进
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

7月13日、14日，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连续召开防汛救灾专题会议，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安排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中国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
惠玲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主动
在防汛救灾中担当作为，急群众之
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
忧。13 日，总会即向江西、湖北派
出救灾工作组，了解灾情，指导部署
防汛救灾工作。当晚23时，总会赴
湖北救灾工作组到达救灾一线。

救援不能等待

“我们还能帮你们做什么？”近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赴湖北救灾
工作组走过每一处围挡洪水的堤
坝，每一个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点，问
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带领工作组转战湖北救灾一线
的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孙硕鹏表示，红十字会救灾讲究的
是一个“快”字，要用最快的速度满
足受灾群众的需求。他说：“群众最
需要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出现在
他们面前的时候。”

“大堤后面就是我们的家，保护
大堤是我们应该做的。”14日上午，
面对迅猛上涨的滔滔洪湖水，驻守
在洪湖围堤滨湖北合垸段的老党
员、滨湖办事处党委书记杨凯喊出
了“人在堤在，人不在堤还在”的誓
言。

7 月 12 日 18 时，洪湖市启动 I
级防汛应急响应。14日，洪湖水位
已达27.12米，围堤北合垸和三八湖
段多处出现散渗、管涌、漫堤险情。
周围受灾群众近3万人，有1.1万人
需转移安置。

情势紧急。工作组决定把当日
9时从湖南岳阳调集的红十字救援
队派往三八湖防汛大堤驻守，接受
当地防汛指挥部指挥调度，协助开
展巡堤排险、转移安置群众、防疫消
杀等工作。

14 日下午，太阳正烈，高温潮
湿的堤坝上已经插上了岳阳市红十
字救援队的旗帜。救援队队长陈华
是退伍军人，转业后在地方税务局
担任副局长。作为一位资深救援人
员、红十字志愿者，他收到出发救灾
的信息后，立刻奔赴救灾一线。

“9时许收到消息，10时30分集
结出发，中午 12时 20分到达现场，
这是我们队伍的常规速度。”与陈华
一起抵达的还有 9 名队友、两辆应
急救援车和6艘冲锋舟。

“救援队接到的任务是坚守大
堤，我们定要值守到险情结束，请大
家放心。”陈华立下“军令状”。

当晚，陈华和队友们在三八湖
大堤上分班巡堤，排查管涌、加高挡
水沙袋，累了就在堤上临时搭建的
帐篷里就地和衣躺下，通宵达旦。

物资即刻就位

14日下午，住在群众转移安置
点之一——洪湖市螺山镇宝洁希望
小学的 50 余名受灾群众领到了澳
门红十字会捐赠的赈济家庭包。

60 岁的邓阿姨排队领到了家
庭包，兴冲冲地搬回自己的床位边，

拆开包装，把里面装配的物品一件
件拿出来看，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终于有水桶用了，有洗衣粉和肥
皂，洗衣服不发愁；卫生纸也够用
了，不用再去找地方买；这个手电筒
实用呃，晚上上厕所不怕了；还有衣
服和拖鞋……”

邓阿姨和家人住进螺山镇小学
安置点已经3天，因为房屋被淹，转
移时她没来得及收拾太多生活用
品。看到家庭箱里的物品，她说：

“这里能住、能洗澡，上厕所方便，吃
饭还免费，很好了。洪水总会退
的。”

隔着一条走道，秦大爷费劲地
抬起头看大家领取家庭箱的热闹场
面。很快，属于他的那个箱子被妥
帖地送到他的床头。因为中风，秦
大爷瘫痪在床已经 10 年了。说起
这次从洪水漫灌的危险中转移的经
历，秦大爷仅反复念叨一句话：“感
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大家！”

同样说着感谢的还有住在另一
个安置点——黄冈市黄梅县濯港镇
十里益海中心小学的宋大姐。她的
家在濯港镇桂坝村。7月8日，因短
时间内突降暴雨，桂坝村边的考田
河发生漫堤险情，宋大姐家被淹，

“水上来得特别快，什么都没拿就跑
了出来”。

15日，宋大姐领到了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送抵黄梅县的赈济家庭
箱。她笑着说：“终于可以好好收拾
一下自己了，这几天都是凑合着
过。”

为受灾群众发放赈济家庭箱是
中国红十字会十余年来开展救灾行
动形成的宝贵经验。“不同地区、不
同气候、不同灾情时发放的家庭箱

配装物品都不一样，就是为了尽可
能满足受灾群众的不同需求。”在十
里益海小学家庭箱发放现场，孙硕
鹏特意提醒受灾群众注意箱子里配
发的《洪涝灾后卫生防疫指南》，里
面详细讲解了洪灾过后防病防疫的
方法。

7 月 11 日以来，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已向湖北调拨单帐篷 600 顶、
赈济家庭包3800个、毛巾被1万条、
棉被5200床、服装2000件。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配发赈济家庭箱 1000
只。

有需求速解决

三天里，工作组辗转于荆州市洪
湖市、黄冈市黄梅县、黄石市阳新县、
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等地，一路查看
防洪堤坝、群众转移安置点、受灾乡
村民房，了解灾情和群众需求，一路
发现新问题并迅速寻求解决办法。

在洪湖围堤上，工作组了解到
每公里堤坝需巡查人员 80 人。他
们不仅工作强度大，还面临蚊虫叮
咬、晒伤、中暑等问题。应洪湖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紧急请求，工作组与
湖北省红十字会会商决定，由省会
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负责紧急追加
方便面、矿泉水、牛奶等食品，凉席、
毛毯等生活用品，口罩、酒精、消毒
液等医疗保障用品支持防汛工作。
同时，决定沿防汛大堤加密布设帐
篷，用于充当卫生所和防汛人员轮
休场所等。

在黄梅县，工作组了解到全县
受灾人口 68万人，倒塌房屋 214户
605 间，严损房屋 100 户 251 间，因
灾伤病2019人，死亡10人。

（下转二版）

肩负希望

7 月 13 日，在安徽省黄山市
休宁县蓝田镇，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救灾工作组在当地志愿者带领
下入户发放“赈济家庭箱”。因受
暴雨影响，上山的道路被泥石冲
断，车辆无法进入，工作组和志愿
者们徒步 40 分钟将赈济家庭箱
送到山上的西村岩峰组和上山组
村民家中。因暴雨引发的山洪冲
塌了房屋，村民们的住宅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损毁，正常的生活受
到很大影响，赈济家庭箱中的救
灾物资能够支持受灾家庭一周的
应急生活。

（付春来/摄）

冲锋在前，全力救援
各级红十字会持续积极参与防汛救灾
本报讯 （宗合）连日来，受强

降雨影响，全国多地遭受特大洪涝
灾害袭击。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
红十字会多元响应、多路集结、多
批援助，全力抗洪救灾。

江西、安徽：多元响应
迅速参与全省防汛救灾工作

近期，受持续降雨和长江上游
水情双重影响，江西省防汛形势十
分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
级，全省防汛工作已经进入战时状
态、关键时候。紧要关头，省红十
字会紧急动员全省红十字会，迅速
参与防汛救灾工作，争取援助，采
购调配救灾物资，全力开展灾害救
助工作。

一是积极争取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澳门红
十字会 590 万元的救灾物资和紧
急救助金（包括赈灾家庭箱1.45万
个，毛巾被 1.85 万件，单帐篷 200
个，折叠床400张）。

二是在腾讯公益、轻松公益、
新浪公益、水滴公益发起“水灾无
情 赣红有情”人道救助项目。截
至 15 日 14 时，参与捐赠达 18817
人次，募集爱心捐款60.99余万元。
向灾区筹集发放救生圈 3017 个、
赈灾家庭箱 2000 个、救生杆 460
个，价值 67万元。同时接收线下
捐赠款物47万余元。全省各级红
十字会积极自筹救灾资金和物资，
救助受灾群众，累计受益人数
98352人。

三是组织红十字救援队快速
驰援灾区，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全
省共出动红十字救援队 22 支、
3467 人次，成功转移受灾群众
14549人。

在全省紧急启动防汛救灾一
级响应后，省红十字会迅速启动自
然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加强 24 小
时值班值守。7月 8日，省红十字
会灾情考察组赴灾情较严重的上
饶市鄱阳县，景德镇市浮梁县、珠
山区实地考察灾情，了解救助需
求。7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国红十
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王
平率总会救灾工作组来赣，赴上饶
鄱阳县、九江永修县、共青城市慰
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7月2日以来，受强降雨影响，
安徽省宣城、铜陵、池州、黄山、安
庆等多地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
口 240.1万人，因灾死亡人口 2人，
紧急转移安置42.2万人，农作物受
灾面积 223.9千公顷，因灾倒塌房
屋 843间，严重损坏房屋 1886间，
直接经济损失 93.2亿元。省红十
字会党组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批示精神，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主动作为，全力开展防
汛救灾工作。

灾情发生后，省红十字会立即
下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天气防灾救
灾工作的通知》，全面部署防汛工
作。根据灾情形势，再次下发了

《关于做好强降雨天气防灾救灾工
作的紧急通知》，对市县红十字会

做好灾情上报、救灾救援、款物募
集发放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同
时，启动应急响应，向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上报灾情及需求信息，通过
多种渠道，积极争取多方支持。

9日，省红十字会派出了省救
援指导组，协调池州、滁州市等地
红十字救援队60余人支援东至县
防汛救灾工作。

灾情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立即向安徽省调拨帐篷、赈济家
庭包、棉被、毛巾被、冲锋衣等价值
约 88.8万元的救灾物资。省红十
字会筹集调拨了价值66.45万元的
救灾物资。目前，救灾物资已全部
调拨到宣城、铜陵、池州、黄山、安
庆等地灾区一线。

7月1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救灾工作组赶赴合肥，紧急采购了
总价值 90 万元的赈济家庭箱，驰
援我省防汛救灾。救灾工作组赴
休宁县开展赈灾工作。工作组徒
步 1 个半小时山路深入蓝田镇西
村核查灾情，并走访慰问了当地受
灾群众。该批家庭箱已发往东至、
宣州、歙县、休宁、岳西等地灾区。

截至7月13日，省红十字会共
筹集调拨帐篷、赈灾家庭箱（包）、
棉被、毛巾被、冲锋衣等各类救灾
物资 15660件，物资总价值 245.25
万元。

浙江：多路集结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驰援洪涝灾区

近日，浙江省进入主汛期，经
过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
短时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出现严
重洪涝灾害。浙江省63支红十字
应急救援队进入 24 小时备勤状
态，多支红十字应急救援队迅速集
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抗洪救
灾。

近日，新安江水库九孔泄洪，
杭州市萧山区启动防汛Ⅰ级应急
响应。区红十字湘湖应急救援大
队35名志愿者队员一直处于24小
时待命状态。

7 月 9 日上午，救援队组织队
员们前往三江口沿江大堤，巡查
大堤是否有出现渗漏、裂缝、坍塌、
滑动痕迹以及堤顶压顶混凝土是
否开裂等状况，密切关注雨情、水
情和灾情变化，第一时间上报灾情
信息，扎实做好相关应急备勤工
作。

连日来，湖州市德清县遭遇持
续强降雨侵袭，武康街道对河口水
库水位上涨，对银线（对河口至银
子山）部分路段受淹，村民无法正
常出行。7月 7日，救援队接到武
康街道紧急协助通知后，闻“汛”而
动，立刻组织党员应急小组和队员
第一时间调拨冲锋舟、皮划艇前往
受灾地疏散解救被困群众。截至
目前，已安全转移20余人。

连日来，因受强降雨影响，丽
水市景宁县城内涝严重，面对严峻
汛情，景宁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户外救援队紧急出动，转移被困人
员。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