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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显党性 善心善行担使命
作为红十字人，十分期待、万分

盼望。我深深相信，在新时代，有中
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社会各界
的鼎力支持，有各级红十字会及红
十字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红十字事
业发展将再次腾飞，人道事业的广
度和深度将不断拓展，核心业务水
平将得到新提升，红十字社会公信
力、影响力、人道资源动员力将会得
到新提高，社会公众认可、支持、参
与红十字会工作的氛围将进一步浓
厚，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拿出更
多新办法、好思路，在服务民生、改
善民生上开发新项目、拿出硬措施，
党和政府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将得到持续发挥，在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

“三大攻坚战”中彰显红十字会的强
大正能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
会 孙永春

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仿佛
还在昨天。转眼四年多过去了，红
十字会在人道领域发挥着自己无可
替代的独特作用，通过救护知识培
训、红十字志愿服务、遗体器官捐献
工作等工作，红十字精神越来越深
入群众心中。作为一名基层红十字
工作人员，在“十一大”召开之际，希
望有更多救助项目，让更多患病家
庭，感受到来自红十字会的温暖，也
希望有更多红十字业务知识的专业
培训，使得基层红十字工作者能够
通过不断学习,更加专业、更好地服
务群众，让红十字工作越做越深入
人心。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红十
字会 党琪

第72个“世界红十字日”当天，
我和我的新同事们志愿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入库之后，我保持运动的

习惯，希望配对的时候身体符合捐
献要求。五年也好，十年也好，我
一定能坚持下去。在中国红十字
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
开之际，希望红十字事业能越来越
好。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宣传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和意义，使
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这项爱心事
业中来，以人道之尊、博爱之心、奉
献之念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上海市徐汇区红十字会
王斌婷

十四年前，我转业来到西安市
红十字会，了解了主要工作内容后，
内心开始安定下来。2008年汶川地
震，带领志愿者街头募捐，看到太多
感人的画面，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
那一刻，为我是一名红十字人而骄
傲！随后南方雪灾、玉树地震、西南
旱灾、雅安地震等，红十字人总是出

现在救灾募捐的最前线。
弹指一挥间，我经历了“九大”、

“十大”，现在又迎来“十一大”。在
与红十字共成长的十四年间，我成
长为红十字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红
十字会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回首转
业时对未来的期盼，内心感慨万分，
作为一名红十字人，懂得她的每一
点付出、每一次努力……更祝愿她
的明天更美好、更辉煌！

——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
胡江艳

5年前，新人报到，我对红十字
基本知识不甚了解，如今已蜕变成
忠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
会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所赋
予职责的红十字人。在中国红十字
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即将
召开之际，衷心祝愿大会圆满成功，
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基层红十字事业

发展。未来的我将不忘初心，
认真履职，在党的光辉指引下
将红十字精神传播到大山深
处。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红
十字会办公室主任 韦艳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作
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必须“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热血真
情，献出一颗心，托起博爱之
心；伸出一双手，点燃挽救生命
的希望之火；燃烧一片情，架起
联系党群之间的血肉之桥，开
创红十字工作新局面，以优异
成绩迎接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胜利召
开和建国70周年的到来。

——湖北省武穴市红十字
会 吴鸣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向

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为喜迎盛会，全国红十字人用自己的方式寄语“十一大”，表达祝福

与期待，向自己的红十字情怀、也向自己的初心和梦想作真情告白。

在马拉松赛场上，我做过普通
的参赛者，做过急救跑者，也做过
官方的配速员，虽然身份经常改
变，但唯一不变的是我的参赛服上
的一句标语：“捐献造血干细胞，我
行你也行！”从一开始的追求速度
和成绩，到现在有意地越跑越慢，
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赛道上跑
的时间更久一点，让更多的参赛者
和观众看到标语，了解造血干细胞
捐献。

经历过这么多，我的体会和认
识也在不断积累和深入，但最核心
的还是人们善良的本质。自己始终
认为，人，都是善良的，只不过是善
良的行为是否有适合的环境和条件
去表现。如果环境和条件成熟，任
何一个人都会伸出援助的双手。造
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如此。作为一
名志愿者，不仅仅要做能够直接帮
助别人的事情，还要努力创造合适
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的人能够走
出这一步，能够有更多的勇气，一起
来做有爱的事情。

我们需要更多的愚公精神，需
要更多像愚公一样的志愿者，一批
又一批接力做下去。

祝福“十一大”。放眼未来，我
们，将一直在路上！

——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服务队队长 靳毅

我是重庆第 61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大学的一次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会，让我成为中华骨髓库一
名志愿者，从此与红十字结缘，感受
到了拯救生命的伟大和光荣。“十一
大”召开之际，我愿做一名红十字精
神的传播者，坚守人道初心、传播人
道力量、奉献人间大爱，让更多小小

的8毫升血样成为一颗颗检索爱的
种子，点亮更多生命的希望！

——重庆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袁飞

女儿用她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
前行的人道之旅。从此，我有幸成
为这个伟大事业中那个自带光芒的
人。我甘当生命的信使，我要带着
这束光，去光亮和温暖更多的人。

——重庆市红十字简快心理志
愿服务队队长、器官捐献者家
属 郭爽

从重庆市第一例人体器官捐
献到如今已400多例，从0到10，再
到如今连续三年突破 100 例，每一
例捐献背后都倾注了红十字人的
汗水和心血。作为一名人体器官
捐献协调员，我是重庆市人体器官
捐献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有幸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贡
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新时代中国
红十字事业添砖加瓦，我骄傲，我
自豪！

——器官捐献协调员 米智慧

在红十字人的朋友圈里，我看
到他们不分白天黑夜，风里来、雨里
去，任劳任怨、从不言弃，只为了给
像我这样的病人带来新生的希望，
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感动之余，
我从一名器官移植受者自愿加入器
官捐献志愿者行列。在中国红十字
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
际，祝愿红十字精神光芒万丈！祝
福我们红十字人身体健康！

——器官移植受者及器官捐献
志愿者 叶良

红十字光芒照耀我们 精神与日月同辉 爱心与天地共存
“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

地共存”，作为红十字会遗体捐献
纪念项目的参与者，我们感召于
人道的旗帜，感怀于博爱的思想，
更感动于奉献的价值。“十一大”
是一场不忘初心的大会，也将是
一座守望生命的丰碑。红十字保
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更传递时代
的精神和能量！

——福寿园生命服务学院院
长 伊华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人道是迷途中的灯塔，博
爱是烈日下的树荫，奉献是青春的
本色，“十一大”的召开将吹响红十
字青年前行的号角，愿世界和平，
愿人类和谐，愿人民安康。

——重庆红十字新青年 秦
浩然

因为电商扶贫，有幸与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结缘。通过与红十
字会系统干部的接触，被他们敬
业奉献、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
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了消费
扶贫、公益扶贫的力量。值此中
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之际，预祝红十字会
的事业蓬勃发展，让更多的人可
以加入到红十会这个大家庭，让
世界充满爱！

——龙泉·昭化东西部扶贫协
作电商服务中心负责人 赵炎强

通过广播与红十字结缘已有
20余年，这让我比普通人有机会
更近距离地、更深入地观察和了
解这个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组织。
参与红十会的宣传报道，给了我

建立一个全新地认识世界的窗口，
极大丰富了我的职业阅历，也持续
推动着我与这个组织共同成长。在
这个多元的社会中，人道是一条链
接人类和平发展的纽带，博爱是寒
冷冬季里一抹绚丽的暖阳，奉献是
我们刚刚送给别人的一杯甜甜的奶
茶。我愿意继续用我的话筒继续为
人道发声，为红十字加油！

——重庆交通广播电台首席记
者、红十字宣传志愿者 张黎

从我进入大学校园成为一名红
十字志愿者，到后来成为学生分会
会长，我的青春年华因为遇见红十
字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从此，校
园里多了一面旗帜，我们带领青年
学子“探索人道法”、开展志愿服务、
组织无偿献血、开展同伴教育、参加
健康扶贫、防治艾滋病和禁毒宣传、
传播应急救护知识……我们用行动
去影响和感染了更多的青年学生积
极参与红十字事业，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我们坚信“十一大”的
春风会召唤我们红十字青年成为中
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新生力量！

——西南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
会会长 张涛

我与红十字会相伴两年，在这短
短两年的时间里，我一路成长，学会
了仁爱，懂得了青年人的责任。很幸
运，在我的青春中能与红十字会相
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青年人
有青年人的担当。在“十一大”到来
之际，我祝愿红十字会事业蒸蒸日
上，共同携手把爱和温暖洒遍人间。

——云南省红十字2019暑期
夏令营志愿者 杨雪

十年前因为亲眼目睹一场急救
挽救了一个生命，十年后的我成为
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红十字应急
救护员、一名应急救护培训师，我不
仅也学会了急救，还走进了社区、学
校、企业和机关去传播急救知识
……每个红十字救护员仿佛一捧泥
土，当无数捧泥土聚集在一起，就凝
结成了一座山峰、一条山脉、一片群
岭，也就形成了一道生命的屏障。

——重庆市巴南区红十字救护
培训师资 张永红

作为一名与红十字结缘两年的
00后，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到现在
的内心喜悦与自豪油然而生。在这
个“十一大”即将召开的日子里，我
期盼“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像清风一样吹拂着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让爱心像细雨一样滋润着每
一个人的心灵；让关心像阳光一样
映照着每一个生命，让世界更美好。
祝愿“十一大”顺利召开，圆满落幕！

——云南省红十字2019暑期
夏令营志愿者 杨蕊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
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自从
加入我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以来，
大家一起参加募捐，下乡支教，组织
志愿服务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有爱
心的朋友，也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了
锻炼和提升。在这个充满爱的集体
中，我有足够的热情与信心去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希望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来，也祝愿红十字会“十一大”圆满
成功，红十字会越来越好！

——云南省红十字2019暑期
夏令营志愿者 时梦舸

愿“十一大”成为崭新的起点，
让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弘扬红十字
精神。可以抱有千种期许，但至少
播种一个开端，为了人道，为了博
爱，为了奉献。懂得红十字人的坚
守，鼓励同伴的前行，温暖那些需
要慰藉的心灵，依然敢爱、敢付出，
从平凡中学到、在行走中传播;平常
应对平淡，平心看待平凡，在平凡
的红十字工作中做出不凡。

——云南省红十字2019暑期
夏令营志愿者 吴晓斌

从战争到灾害，从疾病到救
治，红十字旗帜无处不在，时时刻
刻体现了红十字“人道、博爱、奉
献”的精神。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作为大会代表，我更激动于中国红
十字会“十一大”的召开，它将是我
们红十字人践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具体体现。山以险峻成其
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我们已
经走过了万水千山,在“十一大”的
征程中，必将成为每一个红十字人
未来跋山涉水的号角和起点。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党
组书记 何建国

我依旧清晰的记得5月8日那
个特殊的场景，我们右手握拳，右
上臂与两肩平齐，在蓝天下喊出铮
铮誓言：我自愿成为一名中国红十
字志愿者.....希望在红十字精神的
感召下，社会不再需要志愿者，因
为人人都是志愿者！

——江西省南城县红十字志
愿者 文盼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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