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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红基）8月31日，由中
国红十字会和苏州大学联合创办的
红十字国际学院在苏州挂牌成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
十字会会长、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副主席陈竺，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弗朗西
斯科·罗卡等共同为学院揭牌。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应急管
理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有关
部委，江苏省、苏州市领导，苏州大
学党委、行政领导班子和各界人士
出席了挂牌成立仪式。

陈竺在题为《共建共享人道教
育 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
慧和力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红十
字国际学院的成立，是红十字运动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为中国
红十字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还
将为全球人道事业发展提供平台、
智慧和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赢
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
同，为共同开创人类更加文明的未
来指明了方向，凝聚了共识。我们
共同见证红十字国际学院的成立，
就是向世界发出邀请，希望所有关
心人类进步事业的同道，与我们携
手并肩，共同踏上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征程。

他希望红十字国际学院成为红
十字运动研究、红十字人才培养、红
十字文化传播、国际人道交流合作
的基地和平台。他要求学院重视和
加强人道问题研究，建立包括应急
管理、灾难医学、急救医学、老年医
学、社区发展、社会工作等在内的综
合性人道学科体系，进一步优化人
道服务供给，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
人道行动方案；重视和加强法治建
设，重视人道工作队伍素质能力的
培养，面向广大红十字专兼职工作
者制定综合性培养规划，面向会员
志愿者以及社会公众开展人道主义
教育和社会工作技能培训，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化人才培
养。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主席弗朗西斯科·罗卡在致辞中
代表国际联合会对红十字国际学院
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感谢学院邀请
他担任名誉院长。他说，学院的成
立顺应了当前日益增长和日趋复杂
的人道需求，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国
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希望学院能
成为专业人道工作者的培训中心、

人道理论的研究中心以及国际人道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
表处主任蒂埃里·梅拉在致辞中指
出，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红十字国际
学院是一个创举，对于开展人道教
育、理论研究和国际人道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愿意
与中国红十字会一道，将学院建设
成推广国际人道法、提升人道工作
者专业和领导能力、研究和创新人
道政策和人道外交的中心和平台。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王汝鹏，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
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介绍了中国
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联合共建红十
字国际学院的背景、意义和未来规
划设想，对热情支持学院建设的各
有关方面表示衷心感谢。

江苏省副省长王江、苏州市市
长李亚平、教育部体卫司副司长万

丽君等分别发表致辞，对红十字国
际学院成立表示祝贺和支持。

仪式上，陈竺为弗朗西斯科·罗
卡颁发红十字国际学院名誉院长聘
书，为红十字国际学院首届理事会
理事颁发证书。苏州大学校长熊思
东为红十字国际学院执行院长、副
院长颁发聘书。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
长陈越光、国际人道法专家李卫海
教授，公共医学专家徐勇教授分别
围绕“人道公益教育”“国际人道法
在中国的传播和教育”“中国灾难医
学和急救医学现状和发展”等主题
作了分享交流。

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嘉宾
一同来到红十字国际学院办公楼
前，为红十字国际学院挂牌并合影
留念。

据了解，国际上至今还没有一
所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大学（学

院），红十字国际学院的成立填补了
这一空白。经过多年论证和筹备，
2019年 6月 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苏州大学、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
京正式签署合作创办协议。学院成
立后，将设立红十字运动、国际人道
法、“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南丁
格尔救护、人道资源动员与文化传
播、应急管理与备灾救灾等六个研
究中心，开发设计不同类型的人道
教育培训和教学课程，开展短期培
训、中期培训及高级研修班等职业
培训，招收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
究生等。

江苏省和苏州市人大、政府领
导，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省市红十字
会以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负
责人，深圳亚派投资集团以及苏州
大学校友会、长江商学院苏州校友
会的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活动。

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全球人道事业发展提供平台、智慧和方案

红十字国际学院在苏州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晓肖）8月30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会。中
央第 16 指导组组长耿惠昌出席并
讲话，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梁惠玲作总结讲话。中国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机关党委
书记王海京主持会议。

梁惠玲指出，自 6 月初总会主
题教育工作启动以来，在中央第 16
指导组精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总
会党组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起
来，有机融合，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统筹推进，狠抓思想认识到位、
检视问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组织
领导到位，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梁惠玲强调，总会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始终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强化宣传引导，
力戒形式主义，以强有力的组织领
导确保主题教育质量和实效；认认
真真学原著、悟原理，强化思想理论

武装，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沉下去调查
研究，深刻检视剖析问题，始终坚
持对标对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持边学边查边改，靶向施策，
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整改制约红十
字事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和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坚持深化改革、
换届筹备和重点工作扭在一起抓，
积极担当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

梁惠玲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总会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
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坚
持不懈、持之以恒地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自己，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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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不断增强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红十字事业
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持续深入
抓好问题整改，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的满意度；要及时总结巩固主题教
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好成果转
化工作。

耿惠昌代表中央第 16 指导组
讲话，对梁惠玲同志的总结表示完
全赞同，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情况及取得的效果给予充分肯定。
耿惠昌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党
中央部署要求，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精心筹划、周密部署，统筹兼顾、
协调推进，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取
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五个方面

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组织有力；二
是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三是规范动
作，严格标准；四是立行立改，实效
显著；五是聚焦中心，推动工作。

他强调，要巩固扩大主题教育成
果，一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全面系统学，
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二要善始
善终抓好整改落实特别是专项整治
工作，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系统
梳理、对账盘点，上下联动、合力整
改，跟踪问效、防止反弹。三要坚持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永恒课
题、终身课题，认真总结主题教育的
成功经验，充分巩固和运用成果，不
断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中央第 16 指导组副组长张伯
里和有关同志，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党组成
员、副会长尹德明，总会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书记、机关全体党员、直属单
位党支部委员及处级以上党员参加
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会

陈竺为弗朗西斯科·罗卡颁发红十字国际学院名誉院长聘书 中新社记者 苏丹 摄

■ 光明日报记者 田雅婷

中国红十字会是党领导下的
群团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
社会救助团体，是党和政府在人道
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当前，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发展已进入历史新阶段，全国红十
字系统在凝聚人道力量，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同时，大力推
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

应急救援救护工作更加有力

2019 年 6 月 17 日，四川长宁
发生 6.0级地震。次日凌晨，中国
红十字会首批救援物资即抵达震
中，大片红十字救灾帐篷迅速在灾
区竖起。

同年7月23日，贵州水城发生
特大山体滑坡灾害，贵州省红十字
会大众卫生救援队在短短两天内，
就完成应急救援指挥部营地建设
及灾区应急卫生厕所搭建作业。

专业、高效、科学、有序，这是
红十字救援队留给各方救援力量
的深刻印象。据了解，在党中央、
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
持下，全国红十字系统着力加强应
急救援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专业化
的应急救援队伍，组建搜救、赈济、
医疗、供水、大众卫生、心理、水上
7类红十字救援队伍600余支。如
今，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援救
护工作更加有力，基本形成了体系
完备、机动灵活、迅速高效的应急
救援工作机制，同时建立分区域、
分灾种的应急响应机制，应急救援
工作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此外，
为形成应急救援工作合力，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积极参与国家应急救
援沟通协调机制，被纳入国家减灾
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
院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和国家
对外人道主义紧急援助部际工作
机制成员单位。中国红十字会还
积极与本级应急管理、地震、气象
等部门联系，在灾害预警、灾情收
集等方面加强合作，奠定了国内救
灾工作基础。

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日益拓展

生活中，很多危急事件发生在
医院之外，如果身边的第一目击者
能够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弥足珍
贵的生命就可能被挽救。

前不久，广东省东莞市地铁 2
号线榴花公园站内，一名乘客突发
心梗，值班站长张君在“黄金 3 分
钟”内，利用急救知识，成功挽救了
该乘客的生命。张君告诉记者，一
年前，公司安排他们赴红十字会学
习并考取了救护员证。

事实上，红十字救护员在第一
时间救护生命的感人故事时时涌
现。无论在万米高空的机舱内，还
是在飞驰的高铁车厢里，在拥挤的
地铁车站中，每一个生死攸关的紧
要关头，总有红十字人果断伸出援
助之手，让无数生命化险为夷。

据了解，《中国红十字事业
2015—2019 年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采取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和技能，包括推进红十字
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
进企业、进机关；在全国80%的地、
市开展安全教育体验式示范社区
和示范学校创建活动；推广“红十
字急救掌上学堂”和应急救护远程
教育，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救护培
训中的运用；全国红十字救护员培
训人数增加 1500 万人次等。如

今，当初的规划正在一一实现。
据悉，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群众

性应急救护培训及服务保障范围
日益拓展，培训持证红十字救护员
日益增多，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得
到广泛普及。不仅如此，中国红十
字会还加强应急救护培训标准化
建设，通过国际联合会全球急救资
源中心认证，应急救护培训质量和
水平明显提升。

人道救助范围不断扩大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中国红十字
会的人道救助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已成为党和政府保障改善民生的
得力助手。

白血病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血
液病，死亡率很高。对于该病患者
而言，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愈
的最有效方法，但供体缺乏是困扰
该病治疗领域的世界性难题。为
让更多患者得到救治，中国红十字
会着力加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队伍建设，如今，中华骨髓库库
容以每年约15万人份的速度在增
加，捐献者资料库容量已达265万
人份，位居亚洲第一；捐献例数也
逐年递增，仅 2019 年 1 月至 7 月，
就实现捐献 766 例。这些飞快增
长的数字背后，饱含着广大志愿者
的无私大爱和默默付出。

近年来，在中国红十字会积极
参与及大力推动下，器官捐献这项

“让生命接力前行”的事业，也被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认可。如今，我
国自愿无偿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工作体系基本建成，据不完全统
计，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 100
万，捐献量居世界第二位。“活着敢
奋斗、有尊严、有希望；离开很静
美、有温度、有印记”，这是千千万
万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心声。

在助力精准扶贫脱贫中
发挥独特作用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
题，是脱贫攻坚战中难啃的“硬骨
头”。

中国红十字会充分发挥在精
准扶贫中的独特作用，持续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助力。据介绍，作为红
十字会系统救助贫困大病患者特
别是儿童的传统项目，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红十字天使计划”从 2005
年延续至今，越来越多白血病、先
心病等大病患儿得到救助。“母婴
平安”项目，为高危孕产妇撑起保
护伞。“光明行”项目，让白内障患
者重见光明。还有越来越多的肿
瘤患者、唇腭裂患者、慢性病患者、
罕见病患者、意外伤害受伤者等，
也被逐渐纳入各级红十字会的大
病救助项目范围。

中国红十字会还将“博爱家
园”项目作为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
抓手，投入8.4亿元，在全国援建博
爱家园 2300 余个，通过“小额借
款、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致
富”，帮助有意愿、有能力的家庭实
现劳动脱贫，进而带动生计基金循
环滚动。据统计，此举惠及 28 个
省 3000 多个贫困村，引导更多家
庭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此外，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资
源动员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参与度
明显提升；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
化，民间外交重要渠道作用日益突
显；积极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事
务，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扩
大。

凝聚人道力量 弘扬奉献精神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一系列新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