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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红十字应急救援大练兵

近日，第 4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
得者脱亚莉、胡敏华、成守珍载誉返
程，受到各地的隆重迎接。大家纷
纷表示，要以她们为榜样，积极发扬
红十字精神和南丁格尔精神，在增
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
道事业发展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甘肃省委书记会见脱亚莉

9月 4日，甘肃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尹弘，省委副书记、省
长任振鹤在兰州会见了载誉归来的
第4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庆阳
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脱亚
莉。

尹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脱亚
莉表示祝贺。他说，南丁格尔奖是
护理工作者的最高荣誉，能够获此
殊荣，不仅是个人的光荣，也是甘肃
人民的骄傲。脱亚莉同志二十多年
如一日，恪守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的
职业道德，把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蕴于平凡的工作之中，特别是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冲锋在武汉第一
线，作出了突出贡献，充分体现了医
者仁心、大爱无疆的高尚品格。希
望脱亚莉同志珍惜荣誉、戒骄戒躁，

取得更大的工作业绩。全省护理工
作者、医疗卫生和红十字工作者要
以脱亚莉同志为榜样，继承和发扬
南丁格尔精神，为加快建设健康甘
肃贡献智慧和力量。

脱亚莉表示，将以这次获奖为
新的起点，更加努力地工作，一如既
往服务好病患群众，不辜负党和人
民的期望。

石谋军、何伟及李志勋参加会
见。

RY8888次航班响起特殊广播

9 月 3 日，第 48 届南丁格尔奖
章获得者胡敏华从北京载誉返程。
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出站口，省红
十字会、南昌市红十字会以及南昌
市第九医院红十字志愿者热情迎接
胡敏华归来，并与她合影。

下午，胡敏华乘坐的由北京飞
往南昌的江西航空 RY8888 次航
班，正在蓝天白云间穿行，忽然听到
机舱内广播响起，乘务组组长朗声
介绍：“各位乘客，大家好！今天我
要隆重介绍一位特殊乘客，她就是
刚刚在北京获颁第 48 届南丁格尔
奖章，来自南昌市第九医院的主任

护师胡敏华。胡敏华主任获得这一
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是我们全江
西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听闻这一特大喜讯，机舱内响
起了一阵阵热烈掌声。胡敏华现场
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工作体会，乘
务组人员为她献上鲜花和蛋糕。飞
机降落后，江西省红十字会、南昌市
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等早已在机场
等候，红十字志愿者和医院护理人
员代表列队欢迎，向她敬献鲜花。

胡敏华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和全体护理
同仁一道，用最平凡的坚守，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健康
中国、健康江西建设奉献自己的光
和热。

据悉，胡敏华还是江西省遗体
器官捐献志愿者。她说，要把自己
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去。

最美鲜花送给白衣天使

9月3日下午，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手捧鲜花从人群中走出的成守
珍，精神焕发。她的同事们早早就
在机场等候，迎接这位刚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获颁南丁格尔奖章的白

衣天使。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山一

院院长肖海鹏教授对成守珍表示热
烈祝贺。他表示，成守珍是中山一
院 3000多名护理人员的杰出代表，
是新时代南丁格尔精神的践行者和
弘扬者。在她的引领下，中山一院
护理团队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
甘于奉献，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更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

与成守珍一起前往北京参加颁
奖大会的中山一院党委书记骆腾表
示，成守珍42年来全身心投入到护
理事业中，对护理事业作出了卓越
贡献。她是中山一院的骄傲，是护
理工作者的楷模。无论是重大突发
事件及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还是
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她都展示了
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

2 日，成守珍代表第 48 届南丁
格尔奖获奖者在颁奖大会上发言，
回忆支援武汉抗疫的峥嵘岁月。去
年 5 月，成守珍还曾作为重症护理
专家，随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医疗
专家组赴塞尔维亚进行驰援，获颁
象征塞尔维亚最高荣誉的“保卫国
家”勋章。 （本报综合）

第4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载誉返程
各地高度重视，掀起向3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学习热潮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9月3日应邀以视频方
式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
开幕式并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天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6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应该
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
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今年6月，我同普京总
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就
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
合作等重大问题达成新的共识，新
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动力十足、前景广阔。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格局
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
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东北亚区
域合作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重
要机遇。各方应该立足地区，放眼
世界，共克时艰，同谋发展。

我们要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
相互助力，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合
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

品，坚决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
题政治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我们要在推进互利合作方面
持续发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
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支持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方面形成合力，通过对话沟通弥合
分歧，凝聚共识，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建设
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努力，秉持真正
的多边主义，讲信修睦，合作共赢，
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目标稳步迈进。

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2日
至 4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举行，论坛主题为“世界变局背景
下的远东新机遇”。

习近平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

本报讯（记者 李颀）9月5日，
第六个中华慈善日之际，第十一届

“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
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贝晓超出席表彰大会。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新站·新健康”博爱
卫生站援建项目、字节跳动医务工
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荣获第十一届

“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两个项目
分别凭借 2017 年至 2019 年在慈善
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和 2020 年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慈善领域作出突出
贡献获得表彰。这是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第七
次荣获“中国慈善奖。

为协助政府改善欠发达地区医
疗卫生条件，中国红基会 2006年启
动博爱卫生站援建项目，2014年对

原有博爱卫生站项目进行全新升
级，打造“新站新健康”博爱卫生站
项目，建立集房屋硬件建设、医疗设
备软件配置、乡村医生培训、常态医
疗支持、志愿者服务体系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卫生站。“新站新健康”博
爱卫生站援建标准从 10 万元提高
到15万元，实行标准化、连锁化、品
牌化的软硬件一体化建设。截至
2020年底，中国红基会已在全国立
项援建 2639 个红十字博爱卫生院
（站），其中采用“新站·新健康”标准
援建的博爱卫生站368所。项目覆
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益人口超过
4000万人。

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
者人道救助基金（简称“医务人道救

助基金”）由字节跳动于2020年1月
25日向中国红基会捐赠成立，基金
总额累计达 4.46亿元，是抗疫期间
成立最早、资金规模最大、救助数量
最多的医务人道救助项目。截至
2021 年 9 月 3 日，已为 3736 名抗疫
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公
益资助支出达 4.33亿元。其中，为
3670 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感染的
医务工作者，每人资助 10 万元；为
66 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殉职的医
务工作者，每个家庭资助100万元。

根据医务群体需求变化，医务
人道救助基金不断拓展对医务工作
者支持范围，2020年5月启动“安心
计划”医务心理支持项目，联合中国
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的专家团队，为抗疫医务工作者及

其家庭免费提供 729 次心理咨询。
2021年4月起与中国红基会“院士+
博爱基金”合作，加大对西部儿科医
师的关注和支持，定期开展针对西
部省份的儿科医师培训，已资助 20
位贵州儿科医师在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接受为期三个月的专科培训。

“中华慈善奖”是由民政部颁发
的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
于 2005年设立，旨在表彰我国慈善
活动中事迹突出、影响广泛的个人、
单位、慈善项目、慈善信托等。中国
红基会红十字天使计划、中国红行
动、嫣然天使基金、春雨行动、小天
使基金、“心拯救”暨急性心肌梗死
急救一包药公益捐赠项目先后荣获

“中华慈善奖”。

中国红基会两公益项目荣获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分别在全国援建2639个红十字博爱卫生院（站），为3736名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

本报讯（郭明凯）8月31日是
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 2 周年纪念
日。经中国邮政批准，江苏吴江邮
局申请的“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 2
周年”数字防伪邮资机宣传戳（自
贴型）于8月31日正式启用。同时
发行邮资纪念封一枚。

为感谢对红十字国际学院建
设的参与和支持，学院将向包括联
合创办人、联合发起人、捐赠人、专
家咨询委员会、授课专家教授在内
的社会各界人士实寄一枚电子邮
资纪念封，以作纪念。

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两周年邮资纪念封发行

9月1日至2日，陕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厅办公室
邀请陕西省红十字会、陕西博爱
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中心5名救
护师资开展心肺复苏（CPR+
AED）专题培训，厅机关、厅属单
位干部职工130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以实践操作为主，
理论教学为辅，内容贴近生活，具
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参训
学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了解、掌
握了一些很实用的应急救护技
能，取得良好预期效果。为检验
培训效果，培训结束后开展了理
论和实操考核，考核合格者获得
了陕西省红十字会颁发的心肺复
苏（CPR+AED）培训证书。

（李志斌）

红十字救护培训走进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

本报讯（崔海燕）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加强机关党
建、建设模范机关的重要讲话精神，
根据上海市委和市级机关要求，9月
2日，上海市红十字会召开模范机关
创建工作动员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张浩亮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
话，党组成员、机关党总支书记、副
会长李江英主持会议。

张浩亮指出，创建模范机关是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一项政治任务，
是加强机关党的建设的有力抓手，
是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保证。要充分认识模范机关
创建的重要意义，树牢政治机关意
识，全力推动机关党建工作和上海
红十字事业实现新发展。要准确
把握模范机关创建的目标要求，坚
持做政治上的模范、行动上的模
范、管理上的模范，不断增强干事
创业和为民服务的真本领。要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相结合、与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相结合、与落实巡视整改要
求相结合、与确保业务工作有序开
展相结合，扎实推进创建工作落到
实处、提质增效。

张浩亮强调，要以创建为抓
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业务，带头践行“三个表率”、打造

“五个过硬”，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
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为推动红十字事业新发展提供坚
强保证。

李江英介绍了关于模范机关
创建工作的背景，并传达了市市级
机关深化模范机关创建工作推进
会精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赈
济救护部部长张瑾代表党组对市
红十字会模范机关创建工作进行
了部署。

市红十字会机关全体党员和
在职干部、各直属单位中层以上干
部和党员等参加会议。

上海红会启动模范机关创建

本报讯 （涂文涛 邹卫 陈
洁露）8月 27日，湖北省红十字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专题读书班开班。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涂
明珍作专题宣讲。

涂明珍要求，充分认识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作为下半年党史学习教

育的工作主线和核心内容，切实抓
紧抓好；要充分发挥红十字特色优
势，结合应急救护培训、红十字志
愿服务等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常态化服务，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要聚焦中心工作，
立足岗位拼搏奉献，关键时刻冲锋
在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勇挑重
担、苦干实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为湖
北省红十字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湖北红会举办学习“七一”讲话读书班

本报讯 （赣红）为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
真抓实干、担当奋进，8月24日，江
西省红十字会邀请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省红十字会兼职副会长、江
西省邹德凤公益发展中心主任、第
44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邹德凤
作专题宣讲。

宣讲会上，邹德凤讲述了自己
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的所见所感，讲述了自己
30余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心路历
程，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迸发催人
奋进的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要大
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先进人物
为榜样，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忠诚、无
私奉献，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不断
开创全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
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江西篇章贡献力量。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邹德凤赴江西红会宣讲

本报讯 （包红）8月 29日至 30
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在包头
市举办西部六盟市红十字水上安全
救援演练，通过理论授课和实地演
练，进一步夯实水上救援专业知识

和技能，提升综合救援能力，推动全
区红十字水上救援能力高标准推
进、高水平提升、高质量发展。

30日，救援队在包头市昆区昆
河景观公园开展实战演练，主要针

对无人机救生圈抛投、冲锋舟水面
救援、公共安全潜水、被救人员伤情
判断及处理、无动力艇翻舟自救、冲
锋舟救援编队、抛绳包救援、绳索横
渡架设、桥梁（高空）入水拦截救援、

平跳式入水及救援泳姿演练等内容
进行训练，并模拟演练各类突发应
急状况的处理和应对。

培训还邀请了昆区红十字人道
救援志愿服务队队长黄健讲述赴河
南省抗洪救灾的实战经历，分享了
面对复杂情况的救援实战经验，重
点讲解了水上救援的方法技能、重
点难点和注意事项。

内蒙古西部六盟市联合开展水上救援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