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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晓肖）9月20
日至22日，第七届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展
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本届
慈展会由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工商联、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广东省政府、深圳
市政府、中国慈善联合会等共同主
办。这是慈展会举办 7 年来，中国
红十字会首次成为主办单位之一。

9 月 20 日上午，第七届中国慈
展会开幕，并举行“大国攻坚 决胜
2020”国际公益主题研讨会。民政
部副部长王爱文在研讨会上致辞，
他表示，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城拔
寨的冲刺阶段，更加需要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慈善
力量的广泛参与。希望广大慈善
力量坚守初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汇涓成流、尽锐出战，坚决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的决胜战役。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孙硕鹏代表主办方致辞，总结了
过去5年中国红十字会在助力脱贫
攻坚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表示，在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
中国红十字会将继续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重
要论述和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
务，按照刚刚闭幕的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
署，进一步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
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加大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行动力度，继续组织开展凉山
行、怒江行、西藏行等人道救助行
动，持续实施乡村医生、基层医生、
西部儿科医师培养计划，注重发挥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
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帮助贫困地区
打造品牌，拓宽销路，将扶贫产品
转化为经济价值，持续为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助力、赋能。他诚挚欢迎
更多公益伙伴加盟红十字助力脱

贫攻坚的行动中来，携手并肩，为
中国的脱贫攻坚和全球减贫事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以及 10 余个省市红十字
会亮相本届慈展会现场，展示多年
来红十字助力脱贫攻坚所做的工
作、人道公益项目及成效，组织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公益体验类活动，
吸引了参展观众广泛关注。在伊
利集团和京东数科的赞助支持下，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分别在脱贫攻坚主题展馆
和消费扶贫馆开设了专题展位。

在脱贫攻坚主题展馆，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博爱家园——力及边
乏·康健中国”主题展以人道足迹
地图的形式展示了红十字助力脱
贫攻坚的工作成效、代表人物事

迹、典型脱贫案例、对口扶贫和东
西部协作等方面的工作。展区还
特别设置了观众互动区域，与会观
众可以在中国红十字会展区的指
定位置拍摄即时打印照片，并订裱
在中国红十字会脱贫攻坚成果地
图上，在留下纪念的同时传递一份
公益慈善情怀。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还联合京东数科在消费
扶贫馆举办了“公益厨房”体验展，
为参观者准备了一场独特的“盛
宴”。在“公益厨房”里，参展观众
可以品尝到咸鸭蛋粥、蜂蜜番薯
棒、富硒杂粮挞等创意美食以及多
种水果、茶饮，其食材均来自于红
十字众筹扶贫大赛在“京东众筹”
平台上线的扶贫农产品，由中国红
基会动员深圳爱心餐馆制作并送

慈展会现场。中国红基会还在现
场展出了众筹扶贫大赛二维码，供
市民即时扫码购买，倡导“消费即
扶贫，购买即慈善”的公益理念。

据了解，本次展会主题是“聚
焦脱贫攻坚，共创美好生活”，来自
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的
3000 余名公益慈善力量代表、791
家公益慈善机构、896 个公益慈善
项目、917 种消费扶贫产品集结深
圳会展中心。慈展会围绕脱贫攻
坚关键领域和难点问题，采用“1+
N”会议模式，举办 1 场主题研讨
会、9场分议题研讨会和1场闭门会
议，邀请国内外关注减贫脱贫的专
业力量，交流分享脱贫攻坚中国实
践和全球减贫经验，打造高端化、
国际化的交流研讨平台。

同在同改变，红十字助力脱贫攻坚
中国红十字会亮相第七届中国慈展会

本报讯（记者 陈娟）9月20日
晚，由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陕西省
红十字会主办，中华骨髓库陕西分
库承办的纪念第五个“世界骨髓捐
献者日”活动在西安举行。陕西省
政府副秘书长姚建红、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主任
李黎出席活动并讲话。

姚建红在欢迎辞中表示，捐献
造血干细胞是奉献爱心、拯救生命
的人道善举，感谢过去已经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和大力支持造
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志愿者群体。
他呼吁更多人积极参与到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行动中来，为这项彰显
大爱的公益事业添砖加瓦。

李黎高度赞扬了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及志愿者的奉献之举。他
表示，促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健
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来源于志
愿者，正是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
间、专业知识、特长技能参与造血
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让更多人了
解、参与乃至推广造血干细胞捐献
事业，使之成为公益救助的重要品
牌。截至今年 8 月底，中华骨髓库
累计库容量已达 266 万人份，为临
床提供造血干细胞 8800余例，其中
包含向国（境）外 28 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造血干细胞 348例，包括 10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不仅促
进了“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推
动了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传递了
百姓爱心、点燃了生命希望。

李黎强调，经过十八年的发
展，中华骨髓库正跻身于世界一流
骨髓库的行列，但仍需营造更广泛
的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社会氛
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怀
和爱护；希望广大媒体、爱心人士、
企业更多地支持中华骨髓库的发
展，鼓励更多的适龄、健康公民加
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队伍，献出爱
心。

今年9月21日是第五个世界骨
髓捐献者日，主题为“点亮国家建
筑物 感谢捐献者”，世界骨髓捐献
者协会发起“#LightRedBlueWhite”

活动。中华骨髓库积极响应，各地
分库此前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参与
了活动。在北京，志愿者身穿白绿
相间的统一服装登上长城，点亮爱
心；在上海，志愿者身着蓝色 T 恤
一字排开，在中华艺术宫前挥舞红
旗，感谢捐献者；在江西，滕王阁前

“谢谢你！志愿者！”的标语醒目，
气球飞舞……

当日，中华骨髓库联合陕西省
红十字会，采用红白蓝三色灯光点
亮了著名历史建筑——西安城墙
安远门（北门），向全国的捐献者及
志愿者致意。

活动现场，陕西的艺术家们表
演了陕西特色的文艺《仿唐乐舞》、

《中国秦腔颂》，近百名志愿者和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共同合唱《爱的奉
献》，致敬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最
后，活动在全场齐声合唱《我和我的
祖国》中圆满落幕。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家卫生
健康委、陕西省红十字会、陕西省卫
生健康委、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等
有关单位负责人，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志愿者代表以及发展中国家培
训班成员等220余人参加活动。

点滴爱·燃生命
中华骨髓库举办纪念第五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活动

本报讯 （红基）9月 16日，中
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第四批队员
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前往巴基
斯坦瓜达尔港，开展为期半年的
人道医疗与急救服务。

本批援外医疗队由来自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京红十字
会999急救中心的4位医务人员及
1 名湖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组
成，医务人员均具有丰富的临床
和援外经验，涵盖了检验科、内
科、护理科等多个科室。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联络部双边处处长海
丽曼作为领队随队前往巴基斯
坦，与巴基斯坦红新月会对接商
讨第四批医疗队后续相关工作开
展。

2017年5月，在丝路博爱基金
的资助下，中巴急救走廊首个应
急单元——瓜达尔港中巴博爱医
疗急救中心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落成。2017年9月，首批医疗队12
名队员正式入驻急救中心，为当
地居民和港区企业员工提供医疗
服务。

截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三批
医疗队共接诊 4280 人次，其中巴
基斯坦籍 3087 人次，中国籍 1193
人次。医疗队还为法曲尔中学的
学生、瓜达尔港务局的员工、港口
巴籍员工及驻瓜中资企业员工进
行免费体检并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及会议医疗保障工作 10 余次，赢
得当地民众高度赞誉。

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第四批队员赴巴

本报讯 （津红）9 月 18 日至
20 日，天津市红十字会举办京津
冀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水域救援技
能培训班，来自京津冀三地红十
字会的3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这
是天津市红十字会首次举办水域
领域的救援培训班。

培训结合华北地区水域较
多、内涝较易发生的特点，以“切
实提升京津冀三地应急救援和现
场救护响应能力，加强应急救援
队伍之间业务交流合作”为目标，
邀请应急管理部紧急救援促进中
心教官胡喜鹏、国际专业潜水协
会认证师资王勇担任讲师，并配
备了浮力马甲、水域救援桨板、水

抛绳、潜水装备等专业救援设备。
培训期间，学员进行了跨步

蛙式鱼跃入水、团队漂浮、攻击式
划水、小组协同救援、救生船救
援、潜水水下搜索等项目学习和
演练。为加强课程实用性，培训
班还设置了救援案例讨论环节，
学员们根据各自的经验与体会进
行了分享。

2015年、2018年，京津冀三地
红十字会相继签署《协同构建人
道应急体系创新发展合作联盟框
架协议》《京津冀红十字会 2018年
联合培训演练协调会备忘录》，提
出每年定期轮流组织针对性救援
知识、技能培训。

京津冀联合开展水域救援技能培训

上海红十字志愿者厉兵秣马喜迎进博会

本报讯 （苏红）近日，江苏省
红十字会启动寻找“最美红十字
人”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寻找红十
字事业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先进
人物和感人事迹。

根据活动规则，各地可通过组
织推荐、网络报名、社会举荐等渠道
推荐符合条件的参选对象，要求事
迹真实准确、生动感人，能够充分体
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得到社会公认和群众认可。

10 月 10 日，评审委员会将按

照评审办法对候选人进行首轮评
选，初选出20名候选人进入网络投
票环节。10月 12 日至 22日，江苏
省红十字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和新
华网将开设网络投票窗口，并由评
委会参照网友投票结果，根据评审
办法确定最终排名，其中排名前10
位当选为江苏“最美红十字人”，其
余候选人获江苏“最美红十字人”
提名奖。

省红十字会还将适时组建事
迹宣讲团赴全省各地巡回宣讲。

江苏红会开展寻找“最美红十字人”活动

本报讯（汤倩）9月10日至13
日，陕西省红十字会举办国际红十
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骨干培训班。
来自全省各级红十字会的传播骨
干、师资4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采取主题讲解、现场提
问、观看视频资料、互动讨论等方
式，邀请省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原
部长张喜民、西安市红十字会秘书

长李晓东、商洛市红十字会调研员
闫玉锋等授课，围绕红十字运动起
源、红十字运动组成机构及其职
责、国际人道法基本内容、中国红
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精神等进行了全面讲解。

培训班还对今后传播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安排了 2020 年传
播工作任务。

陕西红会举办传播骨干培训班

北京电视台卡酷少儿频道主持人彩虹姐姐主持“公益厨房”开幕仪式。 付春来/摄

红 白 蓝 三
色灯光点亮西
安城墙安远门
（北门），向全国
捐献者及志愿
者致意。

本报讯 （涂文涛 刘雨彤）9
月14日，由湖北省红十字会主办，
湖北省“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
中心联合湖北长江云新媒体集团
承办的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活动
在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小学新区
分校开展。

根据小学生容易遇见的紧急
情况，现场培训专家提前设置了
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重点准备
了突发火灾时家庭最佳逃生路
线、烧伤烫伤、气道异物梗阻、摔
伤骨折等危机情况应对方式。现

场家长和孩子们在培训专家的指
导下，纷纷上前实操演练，围着专
家不断提问。根据活动安排，先
后开展绘制家庭逃生路线图、演
示气道异物梗阻处理、新海姆立
克急救演练、心肺复苏演示等。

“这样的培训很有意义也很
有必要，生活中充满很多意想不
到的突发事件，很多家长都不知
道正确的处理步骤，希望以后多
多开展此类培训。”第一次参加培
训的王女士和儿子一起上完了整
个急救课程后表示。

湖北红会联合长江云推动应急救护进校园

本报讯 （路琮玮）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50天之
际，上海市红十字会组织召开上海
市红十字志愿服务动员会。市卫
生健康委、团市委、市应急管理局、
国家会展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及参与服务进博会的红十字志愿
者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张浩亮作动员讲话。他
要求，上海市红十字系统按照市委
市政府要求，根据进博会组委会城
市保障组卫生保障小组统一部署，
全力以赴，对标更高要求，展现更
高水平，营造更优环境，激发更多
创新，努力为确保办成国际一流博
览会做好红十字志愿服务。

据悉，上海市红十字会作为进
博会城市保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
一，在进博会筹办期间，向全市 16

个区红十字会、9家红十字冠名医疗
机构以及南丁格尔护理志愿服务队
招募了251名红十字志愿者并进行
应急救护强化培训，已对65名进博
会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和国家会展
中心防爆人员、国家会议中心管理
人员、服务人员等开展红十字救护
员培训，并计划对团市委组织招募
的约 5000名进博会会期服务岗位
志愿者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上海市红十字会还将在国家
会展中心设置5个红十字救护服务
点，并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在各场馆
进行现场巡视，组织9家冠名红十
字医疗机构红十字志愿者协助医
疗点服务。根据市卫健委卫生保
障计划，结合国展中心场馆布局，
市红十字会还在各场馆、红十字救
护服务点及部分人流密集处设置
了58台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