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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7 日，四川省
成都市红十字会赴简阳市三星镇
秀阳村开展“博爱送万家 人道暖
冬行”走访慰问和乡村振兴调研
活动。

活动现场，成都市红十字会
和成德眉资红十字志愿服务联盟
为全村130户困难群众发放了博
爱家庭箱、新年礼包、春联等慰问
物资，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
众身边。 （成红）

送温暖

陈竺在天津调研博爱家园项目和志愿服务工作

天津市和平区朝阳里社区红十字志愿者向陈竺介绍志愿服务事迹。

本报讯（记者 杨振宇）1月7
日下午，天津市红十字救护转运
队、天津市红十字东方救护转运队
在和平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正式
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孙硕鹏出席成立仪式并为两
支队伍授旗。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关于
做好新冠疫情防控新阶段红十字
救护转运工作的函》后，天津市红
十字会立即行动，动员市红十字会
所属红十字救援队、东方红十字救
援队利用现有急救车辆资源组建
红十字救护转运队，积极为广大患
者服务。目前两支转运队共有队
员40名，急救车辆4辆。

孙硕鹏表示，红十字救护转运
队的成立，赓续了中国红十字运动
战地救护的传统，是天津市红十字
会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神的
生动实践。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红
十字救护转运队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卫生健康、应急救援，为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辛勤工作，这是一份崇
高的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更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体现了
新时代红十字人的精神风貌和新征
程上红十字人的责任担当。

孙硕鹏强调，我国疫情防控进

入新阶段，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工
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
防重症”，红十字会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部署，积极参与公共卫生
服务。红十字救护转运队要积极
助力农村疫情防控，作为“群防群
控 救在身边”行动的一支重要机
动力量和应急储备力量，在党和政
府领导下，在红十字会组织下，尽
锐出战，无私奉献，全力守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
勉励队员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不怕困难，不计得失，践行红十
字精神，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据悉，两支转运队目前已出车
34次，转运35名患者，其中16名新
冠感染者。天津市红十字救护转运
队派出队员14人次，积极参加驻地
两家养老院的值班值守工作，形成

“疫情防控+养老助老+应急救护”
工作联动机制。两支转运队还积极
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参与新冠病毒感
染防控的宣传宣教等志愿服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
部部长边晓，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
事长贝晓超，天津市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吴庆云，天津市
红十字基金会、相关社会组织负责
人参加转运队成立仪式。

群防群控·救在身边

孙硕鹏为天津红会两支红十字救护转运队授旗

本报讯 （黔红）近日，贵州省
红十字基金会召开第二届理事会
第六次会议，2022 年，该基金会共
筹募人道资源款、物、服务总价值
1.16 亿元，实施捐赠总价值 1.07 亿
元，超额完成基金会理事会和省红
十字会下达的全年各项工作计划
任务。

2022年，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
新增基金（项目）17支，“博爱”系列
基金（项目）累计达到104支。截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基金会全年共
完成人道资源款、物、服务筹募1.16
亿元，落地总执行完成1.07亿元。

据悉，2022 年以来，全省所有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均已入驻“博爱

云”平台，“博爱商城”线下入驻了来
自全省9市（州）、88个县（市、区、特
区）的 1000 多种农副土特产品，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公益
销售。2022年，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被省民政厅评定为 5A级社会组
织。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张煜表示，2023 年，
基金会将动员更多的人道力量参与
红十字事业，确保完成 2023年基金
会理事会下达的筹募、执行人道资
源款、物 6800 万元的基础计划任
务；积极筹措资金，推进“博爱云”二
期工程的开发；助力全省县级以上
红十字会对“博爱云”分云平台的实
质性运营；积极助力贵州省红十字
会高质量发展规划的宣传、推广、实
施工作。

贵州红基会2022年募款捐赠均超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振宇）1 月 7
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率总会调研
组在天津市和平区朝阳里社区调研
博爱家园项目和志愿服务工作，并
看望慰问红十字志愿者和社区困难
群众。

陈竺一行先后来到朝阳里社区
博爱生命讲堂、日间照料中心、红十
字理疗室和社区志愿服务展馆，认
真听取了社区关于“三救”、“三献”、
红十字志愿服务、疫情防控、红十字
文化传播等方面工作情况的介绍。

在朝阳里社区博爱家园工作
站，陈竺看望慰问了社区红十字志
愿者和困难群众，与他们一一握手，
亲切交流，向志愿者为红十字事业
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向困难群众
送去党和政府以及红十字会的关怀
和新年祝福。

陈竺指出，各级红十字会要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
精神，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密切关注最易受损人群，为他们
提供健康服务、心理支持等人道关
怀。要以博爱家园为抓手，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养老服务，助力共同富
裕，当好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
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在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伟大实践中彰显红十字人的作为
和价值。

当天，总会调研组还赴天津市
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就

红十字应急救援等工作进行调研，
并看望慰问红十字救护转运队队
员。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孙硕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

救护部部长边晓，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理事长贝晓超，天津市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吴庆云，以及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和平区有关领
导参加慰问和调研。

本报讯（宗红）1月3日，中国
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尹德
明一行赴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展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尹德明一行先后来到石家
庄市新华区明珠花园小区和正
定县小孙村，走访慰问王玉林、
李富朝、崔黑小等困难群众，为
他们送去慰问金和装有棉衣、棉
被、大米等生活物资的温暖箱，
详细询问他们家庭经济来源、身
体健康状况、医疗费用报销、存
在实际困难等情况，勉励他们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积极克服眼
前的困难，坚定信心，把日子越
过越好。他叮嘱当地红十字会、
社区干部、村干部要切实为困难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帮助
困难群众渡过难关。

走访慰问活动后，尹德明一
行到石家庄市第 17中学调研红
十字学校创建和学校红十字工
作，参观学校红十字生命健康安
全教育体验教室并了解其发挥
作用情况，尹德明强调，各级红
十字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高度重视学校红十字
工作，加强健康教育，传播人道
理念，充分发挥红十字工作育人
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河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李林龙及石家庄市
红十字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慰
问调研活动。

尹德明赴河北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本报讯（宗红）1月 6日，中
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白岩松一行
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开展红
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走访慰问
部分困难群众、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和红十字志愿者，并调研当地
红十字会工作。

白岩松一行先后来到包头
市青山区兴胜镇永和窑、北新
苑、六合成等地，与困难群众话
家常，为他们送去棉衣、棉被、大
米、糖果等生活物资和慰问金，
鼓励患病生活困难家庭坚定信
心、积极治疗，乐观面对生活。
随后，他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焦永强家和红十字志愿者陈文
学工作室，感谢他们对红十字事
业的支持和贡献。

活动期间，白岩松一行还前
往包头市青少年发展中心，实地
调研青少年发展中心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工作。白岩松指出，
要针对群众需求，从青少年的特
点出发，在着力增强培训基地的

“体验感”“互动性”上下功夫，努
力打造成全国一流的生命安全

教育体验场馆，切实提高群众自
救互救能力水平。

2023 年，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慰问活动
向内蒙古自治区困难群众发放
棉被、棉衣、大米等爱心慰问物
资总价值47.84万元。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是由中国红十字会发
起，在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面向
人道关爱对象开展的走访慰问
活动，自 1999 年开始已连续开
展了 25 年，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欢迎和认可。2023年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是中国红十字会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一次生动实践，是红十字会
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人道领域助
手和联系群众桥梁纽带作用的
有力举措。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杨凤屹，党
组成员、副监事长李鑫，包头市
委副书记王征宇，副市长、市红
十字会会长张斌等一同参加慰
问活动。

白岩松赴内蒙古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本报讯（宗红）1月 3日至 5
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李立东
一行赴山东省济南市、淄博市开
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慰问活动，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党员及困
难群众，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及
红十字会的关怀与温暖。

李立东一行来到淄博市桓
台县巴王村生活困难群众张群
和老党员张士宜家中，代表中国
红十字会为他们送去装有棉衣、
棉被、大米、糖果等生活物资的
温暖箱和慰问金，详细询问他们
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与实际困
难，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在各方
的关心帮助下把日子越过越好。
李立东叮嘱当地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同走访慰问活动结合起来，
切实为生活困难老党员、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帮助他们过

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李立东一行来到济南市七

里山街道慰问红十字志愿者李
庆玺，详细了解他的生活情况，
向他表示崇高敬意。在济南市
南辛庄街道困难群众王兴军家
中，李立东详细询问他的生活和
身体状况，并送上慰问品及慰问
金，向他致以新春祝福。

活动期间，李立东一行前往
淄博市马尚街道、济南市七里山
街道、济南市南辛庄街道对城
市博爱家园工作及南辛庄街道
生命教育基地进行调研，对红
十字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表达
关心和慰问。山东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
长李全太
等 参加慰
问调研。

李立东赴山东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本报讯 （红院）1月 6日，红十
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
RC）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奥嘉女
士一行参访红十字国际学院，就深
化双方合作进行座谈交流，并受聘
担任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此
前，IFRC 东亚代表处向学院捐资
143200 元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
105万元），成为学院第 28家“联合
发起人/共建人”。

座谈会上，奥嘉高度评价红十
字国际学院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
表示将持续支持学院建设发展，实
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在国际交
流、人道领导力发展、举办论坛培
训、课程本土化及人才培养方面深
化与学院的合作，通过双方共同努
力，进一步优化学院在全球红十字
网络中的地位，发挥其综合性智库、
科研与教育平台的作用，为应对日

益复杂严峻的人道挑战提供解决方
案。

座谈会前，红十字国际学院
院长王汝鹏和奥嘉一起将刻有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字样的学院联合共建人纪念
牌置放在学院的捐赠纪念墙上；
随后，王汝鹏向奥嘉颁发了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
十字会会长、红十字国际学院名

誉院长陈竺亲自签名的聘书，正
式聘请奥嘉担任学院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

活动期间，奥嘉一行还参访了
苏州留园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姑苏
区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体验馆，常
州盛宣怀故居纪念馆、中华恐龙园
恐龙人防灾避险体验馆等学院现场
教学研究基地。

国际联合会成为红十字国际学院联合共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