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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近日，一年一度的腾讯“99 公
益日”在社会引发爱心捐赠热潮。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参与，认真谋划，
顺应新形势，拥抱新变化，广泛筹
募人道资源，推动“互联网+红十
字”网络募捐体系形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帮扶弱势群体、保护生命健康
作出更大贡献。

江苏省南京市区两级红十字会
策划上线15个筹资项目，分别归属
省红十字会“博爱光明行”“博爱青
春”“救在身边”“博爱家园”四个母
项目。其中，“AED众筹”项目拟以
居民小区众筹的方式，每个小区筹
募7280元，购置一台AED，实现100
个小区安装100台AED的目标。

在南京市栖霞区，该项目得到
各方高度关注。区红十字会提前召
开会议，要求每个街道在目标小区
确定、小区项目宣传推广和筹资目
标等方面，尽心安排，予以落实，并
实地走访了各个街道和社区，了解
居民意愿，推动项目开展。截至 9
日上午10时，该项目已经筹募善款
39.5万余元，7843人次捐赠，足够为
54个小区配置AED。

为帮助意外受伤、突发疾病人
员能够及时获取轮椅、脊柱板、拐
杖、急救包等“互助器材”，减轻二次

伤害、防止加重病情，浙江省绍兴市
红十字会联合各区、县（市）红十字
会发起“互助器材‘救’在身边”网
络众筹项目，并邀请理事单位、爱心
单位等发起“一起捐”。

9月 5日至 7日期间，爱心部门
（单位）积极开展线上动员宣传活
动，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在多个商贸
中心开展线下公益项目宣传，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纷纷献出爱心。截至
7日 16时，该项目共在线上筹得爱
心捐赠资金 16.64 万余元，市公安
局、市新闻传媒中心等爱心部门（单
位）、区（县）市红十字会共计筹得
88套互助器材。

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公开募捐
的同时，绍兴市红十字会还邀请爱
心捐赠单位（人士），组织红十字志
愿者共同参与互助器材派送、监督
工作。首套由市生命阳光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筹募的“互助器材”已第一
时间送达至西小路社区。

为点亮一盏“小桔灯”，浙江省
金华市器官与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服务队来到市区西市街，宣传人体
器官捐献知识，为困难捐献者家庭
筹款。该项目由浙江省红十字会发
起，省、市、县三级红十字会分级设
置、分级筹资、分级实施，专项用于

资助相对困难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
孩子助学。

省红十字会介绍，据统计，浙江
省大约30%的捐献者身后留有未成
年子女，很多孩子面临着抚养、就学
等方面的困难，部分孩子只能由年
迈的爷爷奶奶或叔伯姑姨抚养，生
活陷入困顿。2019年，省红十字会
发起“小桔灯”项目，为他们提供关
怀。

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去年
活动筹募的 400 个爱心书包，早已
送到孩子们手中，今年 9月 2日，他
们又启动了新一年募捐活动，联合
多家部门，倡议县内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人士积极参与
助学扶贫活动，让爱心汇集，让温暖
传播。

在浙江省义乌市，市红十字会
结合市情和市民需求，推出“下车门
急救工作室”和“‘义气’起来救援”
两个公益项目。其中，“下车门急救
工作室”项目,旨在为义乌社区群众
提供一个方便的急救知识学习、训
练场所，也为急救培训师资提供一
个温馨的“家”；“‘义’起来救援”项
目，则为义乌市红十字救援队筹集
装备、保险和专业训练经费，为救援
队员们提供强有力的装备支撑、技

术更新以及足够的人身安全保障和
保险保障。

在天津市河东区，区红十字会
联合区慈善总会、团区委开展“慈心
一日捐”暨“99 公益日”活动，倡导
全区各类单位积极组建团队，广泛
动员，倡导干部职工攒红花、献爱
心，助力乡村振兴、助困、助医、助学
等项目。

有的地方红十字会还把“99公
益日”活动送进项目村，发动大家一
起参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红十
字会联合东迁街道红十字会，走进
洋南村博爱家园，开展“一块做好
事 博爱护你我”主题公益活动，积
极宣传博爱家园项目，耐心指导居
民如何更有效率地开展捐款与助
力，用善心善行把爱心放大。

在辽宁省鞍山市，省红十字会
专程拜访“当代雷锋”郭明义，邀请
他动员爱心团队的队友们，为弱势
群体奉献爱心，改善他们的生存境
况。郭明义欣然答应，并希望辽宁
省红十字会以软实力提升为新起
点，在互联网公益上进行不断探索
和创新实践，充分利用“99公益日”
互联网平台建设，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得到帮助。

（本报综合）

涓滴细流成江海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参与“99公益日”网络募捐活动

本报讯 （刘勇）9月 8日，江西
省委书记刘奇、省长易炼红在南昌
会见了刚刚载誉归来的第 48 届南
丁格尔奖获得者、南昌市第九医院
主任护师胡敏华。省领导吴浩、孙
菊生一同会见。

刘奇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胡敏华
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医护工作
者、红十字志愿者表示崇高敬意和诚
挚慰问。他说，我看了你的事迹，很
受感动、很受教育。20多年来，你恪
守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的职业道德，

把“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蕴于日常工作之中，让许多患者得以
康复、得到重生。特别是去年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你积极响应
党和政府号召，义无反顾驰援湖北、
奔赴抗疫最前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你的身上，我们
看到了传统美德的赓续传承和医务
工作者的铁肩担当，你不愧是最美的
白衣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刘奇强调，要大力学习宣传胡

敏华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创先争优
的浓厚氛围。全省广大医护工作人
员、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要向胡
敏华同志学习，学习她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的职业精神，学习她坚守初
心、勇担使命的坚定自觉，学习她医
者仁心、大爱无疆的高尚品格，以实
际行动发扬南丁格尔精神，以担当
作为服务好病患群众，努力为加快
建设高水平的健康江西、描绘好新
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贡献智慧

和力量。
胡敏华表示，荣誉属于全省医

护工作人员、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
者。我将倍加珍惜荣誉，以获得南
丁格尔奖为新起点，不忘医者初心，
传承老一辈优良传统，发扬南丁格
尔精神，用心用情为病患群众提供
专业优质服务。

胡敏华是继章金媛、邹德凤之
后，江西省第三位南丁格尔奖获得
者。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为推
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中国法学
会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法
治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
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
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
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
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
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
治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
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由“绪论+三编”构成，
共20章，近27万字，阐释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科学方法、实
践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
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
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
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
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概论》坚持忠实于原著、
原文、原意，坚持学理化阐释、学术
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是高校法学
类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重点教材。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江西省委书记、省长会见胡敏华

本报讯 （李凤祥 符信）9 月 6
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广州会见
第48届南丁格尔奖获奖者、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成守
珍。

马兴瑞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
向成守珍表示祝贺。他指出，南丁
格尔奖是授予优秀护理工作者的

最高国际荣誉，成守珍同志获此殊
荣，不仅是个人的光荣，也是广东
人民的骄傲。成守珍同志从业 40
多年来，始终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以实
际行动践行南丁格尔精神，特别是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义无反顾
冲在第一线，三度请缨驰援湖北，

武汉归来再赴海外抗疫，生动诠释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希望
全省护理工作者以成守珍同志为
榜样，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
康广东、促进人道事业发展中不断
取得新成绩。

成守珍表示，要以此次获奖为
新起点，更加努力工作，进一步发扬
南丁格尔精神和红十字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伟大抗疫精神，一如既往
服务好病患群众，为人民健康事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广东省省长会见成守珍

本报讯（京红）9月6日，北京
市红十字会召开城市社区博爱家
园示范点建设推进会。市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宝峰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项目前期整体推进情
况进行了回顾，对下一步项目落实
的时间安排、任务分工等进行了部
署，对《北京市红十字博爱家园管
理办法》的试行进行了说明。

会议指出，博爱家园示范点建
设工作是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组织体系建设年精神、推动全市红
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红十字会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
服务的积极探索，也是服务基层意
识的具体体现。博爱家园是政府
关注、百姓需要的“接地气”项目，
开展城市社区博爱家园示范点建
设工作，能够把红十字会核心业务
落到社区平台，在服务群众、贴近
群众的同时，宣传和倡导“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城市社

区博爱家园示范点建设工作。一
是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市红十字会工作专班及各级红十
字会要从丰富社区生活、传播红
十字精神的角度出发、推动红十
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出发，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二是要务实有为，坚持首善标准。
要以城市社区博爱家园作为抓
手，以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
为工作目标，在硬件、软件方面制
定明确标准，开展符合首都标准
的示范性工作。三是要贴近群
众，杜绝形式主义。在城市社区
博爱家园示范点建设中，要结合
社区实际和群众需求，开展务实、
便民、实惠的服务活动，把资金用
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为首都
的老百姓多做实事、好事。

北京红会召开博爱家园示范点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蒙红）9月7日下午，
“保护生命 关爱群众，我为基层解
难题”——内蒙古司法厅、红十字
会向监狱戒毒医疗单位捐赠负压
救护车仪式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
办。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
白永平，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王芳出席捐赠仪式
并致辞。

捐赠仪式上，王芳和白永平向
内蒙古第二病犯管理所和内蒙古
赛罕强制隔离戒毒所负责人发放

救护车钥匙。自治区红十字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陈立本代表自治区
红十字会向司法厅捐赠总价值
29.33万元的应急救护设备和疫情
防控物资，包括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10 台 、一 次 性 医 用 口 罩
30000 只、84 消毒液 3000 瓶、急救
包100个。

今年以来，自治区红十字会累
计向区直机关捐赠价值31万余元
的防疫消杀物资，培训救护员 42
期、2024人，配置AED机65台。

内蒙古红会向司法系统捐赠应急救护设备

8 月 30 日下午，新学期开学
前夕，湖南省岳阳市红十字会“生
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迎来了一
批特殊的体验者——一群3岁至
5岁的孩子们。

在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和志
愿者的讲解和引领下，孩子们先
后了解了红十字会的由来及发展
历程，学习了交通安全、消防安
全、地震安全、家庭安全等一系列
安全知识，进行了火灾逃生、结系
安全绳等项目的模拟体验活动，
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意识。

据悉，岳阳市红十字会青少
年暑期“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
活动已举办7期，320余人参与体
验。 （岳红）

“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 （浙江）为高质量推
进全省应急救护工作，浙江省政府
同意成立全省应急救护工作专班。
9月 3日下午，全省应急救护工作
专班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关于
高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作的实施
意见》，研究部署应急救护“校园守
护”“交通伴行”“机关先行”3个专
项行动。

会议指出，应急救护培训关乎
群众生命安全、社会文明的进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水平，各部门各单位要着眼促进
事业发展、服务全省大局、满足社
会需求，积极推进应急救护工作。
针对当前存在的“无人救”“不会
救”“不能救”等问题，要从大力提
升应急救护技能普及率、着力提升
应急救护培训质量、着力加强装备
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予以解决，切
实做到有人、有技能、有设施设备。

会议强调，要结合当前数字化
改革，针对不同群体，积极构建线
上、线下多元培训模式，线下有一
定的培训场所，线上打造“云”培训
平台，进一步拓宽应急救护培训
面。

为更好推动应急救护工作的
开展，会议明确提出了三项保障措
施，一是采用专班运作机制，实行

“清单化”管理；二是将应急救护工
作作为民生实事来抓，既要完成数
量，更要考核质量，量质并举；三是
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人人学
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工作专班由省红十字
会、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省教育厅、省交通厅等27家
省直单位组成，办公室设在省红十
字会。下设“救在身边”8 个专项
行动小组，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负
责，各地统筹协调推进。

浙江省政府成立全省应急救护工作专班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高水平推进应急救护工作

本报讯 （胡江艳）9月 7日下
午，陕西省红十字会、西安市红十
字会在雁塔区西北政法大学社区
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城市社区博爱
家园示范点建设项目启动仪式暨
培训会。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贾伟，西安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崔锦绣出席活动并
讲话。

会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实施项目的重
大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有效将红十字工作与社区
工作相结合，在社区治理中融入三
救三献工作。二是明确职责，高效
实施项目。通力合作，各司其职，
注重项目过程管理，将博爱家园示
范点建设做细做实。三是发挥职
能，扩大项目宣传。各示范点建设

社区要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做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动，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切实开展群众所想所需所喜爱的
活动。

会议现场，崔锦绣代表西安市
红十字会与执行城市社区博爱家园
示范点建设的新城区、雁塔区、灞桥
区红十字会负责人签订了项目协
议；西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就博
爱家园示范点建设的重点工作、注
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讲解；雁塔区西
北政法大学社区主任、社区红十会
负责人就执行城市社区博爱家园示
范点建设进行了经验分享。

会议还安排参观了西北政法
大学社区红十字会城市社区博爱
家园项目建设情况和雁塔区昌明
路红十字文化主题街区。

陕西红会博爱家园示范点建设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