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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本报讯 （记者 李颀）9 月 10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世界急
救日”新闻发布会，中国红十字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孙硕鹏在发布会上
介绍了今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及相
关情况。

孙硕鹏介绍，今年是第 22 个
“世界急救日”，主题为“做学校、社
区的急救英雄”。为落实健康中国
行动规划，教育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学校应急救护工作的通知》，
加大对学校师生的应急救护培训
力度，并将应急救护培训正式纳入
学生军训内容。中国红十字会还
联合各方力量推进自动体外除颤
仪（AED）、应急救护一体机进校
园，助力安全校园建设。据不完全
统计，今年以来，各级红十字会克
服疫情影响，已培训在校师生 638
万人。在社区应急救护方面，中国
红十字会积极推进“红十字救在身
边”行动，联合有关方面启动“急救
宝”手机应用小程序开发，通过“互
联网+应急救护”，积极推进从“偶

遇式急救”到“网约式急救”模式的
转型，力求进一步提升现场施救效
能。与此同时，今年是北京冬奥会
备战之年。2019年，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与北京冬奥组委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启动红十字与冬奥同行计
划。红十字会配合北京冬奥组委
对奥运志愿者开展突发事件应急
和急救培训，对奥运城市公众开展
群众性自救互救、灾难逃生应对培
训，让奥运场馆更加安全、学校更
加安全、社区更加安全、城市更加
安全。

今年以来，为大力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宣传褒
扬应急救护领域的先进人物和先进
事迹，中国红十字会发起“寻找最美
救护员”活动，推选出“十大最美救
护员”。发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赈济救护部部长曹怀杰介绍了

“十大最美救护员”名单和事迹，他
们是李中洲、李旻鹏、盛晓涵、夏振
辉、旷桂喜/李冬秀夫妇、刘骏海、于
逸飞、米智慧、郭慧仁、夏云剑。在
发布会现场，于逸飞、夏振辉、刘骏

海3名“最美救护员”代表分享了自
己的施救经历。孙硕鹏表示，“寻找
最美救护员”活动将持续进行，希望
全社会都能参与其中，寻找发现那
些平凡而伟大的急救英雄，更希望
每个人都成为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
急救英雄。

发布会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贝晓超介绍了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社会力量，在
学校和社区建设应急救护数字化体
系的情况。在学校，试点探索数字
化应急救护校园体系建设，在南京
大学启动国内首个高校数字化应急
救护体系试点，师生可通过校园
App、微信小程序、实体触点等途径
触发急救响应机制，将急救需求第
一时间送达急救志愿者；向北京地
区学校捐赠“应急救护一体机”，争
取覆盖北京市中小学及普高。在社
区，探索数字化应急救护社区体系
建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与腾讯
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正在打造应急
救护公众服务系统“急救宝”，希望
将全国AED设备、急救志愿者信息

接入管理、可视化呈现，打通应急救
护设备与急救志愿者“两座孤岛”，
实现突发情况下快速定位呼救、实
时响应。目前，首个数字化应急救
护体系已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
道金宝街社区启动建设。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宋永红介绍了北京市红十字会
为助力北京冬奥会开展的工作情
况。在医疗服务保障方面，北京市
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将派出 34
辆救护车、236 名医务服务志愿者
承担北京、延庆和张家口3个赛区，
国家体育馆、冰立方、五棵松体育
馆、首钢滑雪大跳台等 4 个竞赛场
馆,首体速滑训练馆、首体花滑训练
馆2个训练馆，主媒体中心、冬奥组
委总部、延庆冬残奥会颁奖广场 3
个非竞赛场馆的医疗保障任务。在
应急救护培训方面，已培训来自京
冀 70 余所大专院校的志愿者指导
师90余名，赛场工作人员近500名。
结合北京“奥运城市”建设要求，还
将培训救护员 16 万人，群众普及
200万人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世界急救日”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9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粮
食减损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
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
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粮
食安全面临挑战，世界各国应该加
快行动，切实减少世界粮食损耗。

习近平强调，召开国际粮食减
损大会是中方去年在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提出的倡

议。希望各方以此次大会为契机，
携手合作，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为实现零饥饿、零贫困目
标贡献力量，为维护世界粮食安
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当日在山
东省济南市开幕，主题为“减少粮
食损失浪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
由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
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国际粮食减损大会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 李颀）9 月 9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北京市东
城区金宝街商会共同签署“安心街
区”共建公益项目合作备忘录，正
式启动全国首个“安心街区”示范
项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贝晓超介绍，在金宝街爱
心企业捐资支持下，金宝街区域将
全面布设含有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的“应急救护一体机”等应
急救护设备，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
及和技能培训，增强金宝街社区突
发情况下的急救响应能力，保障街
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作为金宝街企业的联合组织，
金宝街商会动员多家商会会员单
位及街区企业，富华国际集团、浙
商银行北京分行、励骏酒店、丽晶
酒店、丽亭酒店、金宝汇购物中心
等积极响应“安心街区”共建公益
项目，未来街区将实现 AED 设备
在各个单体楼宇全覆盖，为企业员
工创造安全放心的工作环境，也为

街区群众等提供生命安全保障。
“安心街区”项目旨在通过动

员街区内的爱心企业和人士捐资
购置 AED 等应急救护设备，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建
设数字化应急救护响应网络等，为
街区群众提供应急救护保障，令居
者安心。中国红基会将以金宝街

“安心街区”为标杆示范，持续贯彻
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呼吁社会各
界力量关注支持应急救护工作，促
进应急体系建设，共同守护生命健
康安全。

2020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
起设立“应急救护专项基金”，致力
于通过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开展应
急救护设施建设（AED等）、应急救
护技能培训与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应急救护领域科研支持等活动，提
升公众应急自救互救能力。中国
红基会将持续扎实推进红十字应
急救护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
企业、进机关，不断提高群众性应
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率。

中国红基会启动“安心街区”共建示范项目

本报讯（渝红）9月11日是第
22 个世界急救日，为进一步提升
群众面对突发意外伤害事件的应
急处置能力，全面普及应急救护知
识技能，重庆市红十字基金会携手
上海福寿园公益发展基金会和社
会各界爱心单位、志愿者团队共同
创作了《一秒万年》全国应急救护
公益歌曲。

该公益歌曲和主题MV由上海
福寿园公益发展基金会通过重庆市
红十字基金会捐赠给全国红十字系
统用于公益宣传。歌曲由红十字人
秦红梅作词，音乐人瞿波作曲，青年

歌手菲琳、罗蛟、罗翌演唱。
这首名为《一秒万年》的歌曲

取材于全国红十字系统“最美救护
员”的真实的救人案例，歌曲用优
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结合有故事
性的MV，重现了红十字救护员在
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真
实、感人的救人故事。作品倾注了
创作者对应急救护事业深深的感
动和敬意，歌颂救护员为了挽救生
命分秒必争，大爱奉献的精神，同
时也寄托了对应急救护事业蓬勃
发展，生命救护永远传承的美好祝
福。

重庆发布应急救护公益歌曲《一秒万年》

本报讯 （涂文涛 李江华）9
月 11 日上午，湖北省红十字系统
2021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启动式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签
约揭牌仪式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举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涂明珍出席活动并
讲话。

涂明珍要求，全省红十字系
统借助世界急救日等契机，不断
完善应急救护体系建设，提升“救

在身边”应急救护品牌效应，加大
宣传力度，广泛开展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
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五进”活
动，不断提高应急救护知识在群
众中的普及率。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
会长蔡卿与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同济医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陈建国签署《应急救护培训合
作协议》并共同为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揭牌。

湖北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揭牌

本报讯 （马兆倩）9月 9日至
10日，陕西省首批5支省级红十字
航空救援队在西安挂牌成立。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主
任魏国，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关居正和相关通航公司
负责人分别出席成立仪式。

此次成立的 5 支红十字航空
救援队系陕西省红十字会分别与

中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陕西秦汉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西部飞龙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西北空中应急救援
中心、西安腾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成立。通航公司以公益服务
的方式，提供设备、组织相关人员
加入航空救援队，主要执行陕西省
红十字会安排的航空医疗救援、紧
急搜救和立体投送等重大任务。

陕西成立5支省级红十字航空救援队

9月11日至12日，浙江省第
四届体育大会桨板救生比赛在衢
州市进行。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
援队应邀为赛事提供安全保障，
出动4艘摩托艇、10余名队员，圆
满完成任务。

（胡江丰）

蓝天碧水红十字

本报讯 （张爱平）9月 11 日，
上海市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交通
委员会共同举办 2021年世界急救
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红十字应急救
护进交通”培训项目启动仪式。

为更好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与交通运输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委关于推
广普及交通医疗急救箱伴行计划
的指导意见，上海市红十字会向交
通行业赠送价值 6 万元的红十字
急救箱和急救包，助力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加快推进与人民出行健康
需求相适应的交通运输行业应急

救护能力建设。
活动中，上海市红十字会联合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共同启动“红十
字应急救护进交通”培训项目，计
划为交通行业从业人员开展应急
救护技能培训，鼓励具备急救知识
和技能的人员在交通场站使用急
救设施设备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
急现场救护，倡导社会急救理念，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

市红十字会、市交通委、市卫生
健康委、市应急局等单位负责人，市
交通委执法总队、市道运中心、高速
公路管理单位等相关同志及红十字
应急救援志愿者参加活动。

上海启动“红十字应急救护进交通”培训项目

9月 10日，2021年“99公益日”
网络筹款活动落下帷幕。今年，全
国红十字会系统再创佳绩，各级红
十字会聚焦乡村振兴、医疗救助、教
育助学、养老服务等领域，发挥人道
力量，助推公益项目可持续发展，积
极服务民生。其中，江西、江苏、云
南、广西等省级红十字会表现突出，
筹集捐款均破千万元。

江西：全系统累计筹款8859.68万元

2021 年，江西省红十字会、省
红十字基金会广泛动员相关厅局、
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社会组织
及全省红十字系统积极参与，上线

“乡村振兴红行动”“一家一个救生
圈”“莲丝信使”等 14 个项目，发起
子计划 314 个，涵盖助学、助老、助
医、助残、乡村振兴等领域，得到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截至9月9日，
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共筹集善款
8859.68万元，195.2万人次参与，总
筹款额居全省公募机构第一，全国
红十字会系统第一。其中，赣州市
红十字基金会筹集938万元善款。

去年“99公益日”，江西省红十字
会作为总会人道资源动员试点省份，
成绩显著，筹集7200余万元，跻身全
国公募机构公众筹款额前十位。

江苏：线上线下筹款1272万元

江苏省红十字会以参与2021年
“99公益日”活动为契机，组织全省红

十字会系统积极探索“互联网+筹资”
新模式，针对困难人群，打造“博爱光
明行”等 130 余个特色为民服务项
目，发起线上和线下筹款，引领社会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广泛参与。截
至 9月 9日，全省 13个设区市和 82
个县区红十字会线上筹款772.04 万
元，线下筹款500万元，捐款近20万
人次，超额完成预定目标。

今年，江苏省红十字会按照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部署，将参与

“99 公益日”活动作为提升人道资
源动员能力、落实为民服务、推进
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主动加强与
互联网平台的公益合作，组织市、
县红十字会共同培育特色项目和
载体，通过“红会发起、企业配捐、
全民参与”的方式，利用互联网平
台更好地动员社会慈善资源，关爱
社会弱势群体，汇聚共同富裕的强
大合力。

为推动网络筹资迈上新台阶，
2021 年江苏省红十字会提前谋划

“99 公益日”活动方案，以“博爱家
园”“救在身边”“博爱光明行”“博爱
青春”等四个品牌项目为重点，细化
分解网络筹资任务并纳入重点工作
目标任务，做到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一盘棋”谋划、“一股劲”推动。
活动期间，各级红十字会积极

参与，组建筹资战队，用好“两微一
端”等新媒体平台，通过捐款、捐步、
答题、送小红花等方式助力捐赠。

同时，制作展播公益宣传片、易拉
宝、宣传单页，推送上线项目，以更
透明、更便民、更亲民、更接地气的
方式，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

云南：53个县级红会筹款超10万

今年，云南省红十字会携手 24
家机构、8 家爱心企业、16 个州
（市）级红十字会、117 个县（区）级
红十字会、8个高校公益社团，上线
17个公益项目，组织 22个子计划，
发起 841 个“一起捐”活动，涉及灾
害救援、大病救助、教育帮扶、志愿
服务、困境人群关爱、边境防疫、生
计发展等方面。全省 53 个县级红
十字会筹款超 10 万元，成为 2021
年“99 公益日”网络筹款的优秀组
织单位。

截至 9 月 9 日 24 时，全省红十
字会系统筹款 1876 万余元，捐款
102.9万人次。其中，“博爱云南行”
项目筹款 907万余元，捐款 48万余
人次，“滇苗助学”项目筹款 852 万
余元，捐款 49 万余人次，成为云南
红十字会本次网络筹款 17 个上线
项目中筹款额度最高、参与人次最
多的项目。

2017年以来，云南省红十字会
系统坚持创新发展，主动对接互联
网，探索实践人道资源动员新途径，
从2018年起每年都参加腾讯“99公
益日”网络筹款活动，筹款额逐年递

增。5月7日，云南省红十字会就发
布了 2021 年云南红十字会网络筹
款高级培训班招生公告，先后举办
线上线下培训共26场（次），7600余
人参训。

广西：43万人次参与活动

自 7 月下旬开始，广西红十字
会、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携手全区
124个市、县（区、市）红十字会、5家
社会组织、12 家爱心企业（爱心伙
伴），组织约2万名红十字志愿者参
与开展人道资源动员工作，共在腾
讯公益平台上线 64 个公益项目。
从项目上线（7 月 29 日）起至 9 月 9
日 24 时，所有项目线上筹款累计
1100余万元，43万人次参与线上捐
款。

与此同时，积极开展线下捐款
活动，筹集 1900 余万元。9 月 9 日
下午，广西红十字会举办广西生命
接力基金项目“99 公益日”活动线
下捐赠仪式，3 家医疗机构现场捐
赠善款270万元。该项目自成立以
来，致力于关心关注人体器官捐献
困难家庭生产生活情况，截至 2021
年8月30日，累计筹款1499.2万元，
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等项目支
持 327 万元，累计发放广西人体器
官捐献困难家庭人道救助金及慰问
金 1765.2万元，帮助了 1600户困难
家庭渡过难关。

（李颀 孔磊）

“99公益日”落幕，各地红十字会交出“亮眼成绩单”
江西省红十字会系统筹款8859万元，多省红十字会筹款破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