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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 （涂文涛）由湖北省
红十字会、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合
编，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涂明珍和红十字国际学
院教授池子华共同主编的《中国红
十字运动史料选编·湖北专辑二》，
作为池子华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
丛书”之一种，日前由合肥工业大
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
是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推出的大
型资料汇编，本书是这一系列中的
第十七辑。本辑与《中国红十字运
动史料选编·湖北专辑一》衔接，时
间断限为1950年至1965年。本辑
资料以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
馆馆藏档案以及《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新中国红十字》等报刊资料
为主要来源，再现了这一时期湖北

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湖北
专辑一》时间断限为 1904 至 1949
年，已于2019年出版发行。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
湖北专辑二》全书44万余字，是集
体劳动的结晶，由红十字运动研究
中心课题组相关成员负责资料搜
集、整理、校对。在资料搜集过程
中，湖北省红十字会给予全程协
助。

按照湖北省红十字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史料选编计划，
史料选编专辑三、四拟于 2025 年
前陆续出版，时间贯穿至当下。
系列专辑资料的出版，对新中国
成立初期湖北红十字运动、中国
红十字运动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7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
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
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
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
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方愿同国

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力
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
当日在浙江省青田县开幕，主题为

“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促进全面乡
村振兴”，由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
红十字海天救援队来到张鑑碶社
区，向社区小朋友们讲解溺水救
援知识和心肺复苏技能。

（镇红）

暑期“必修课”

本报讯 （宁红）7 月 15 日上
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
主席买彦州一行到自治区红十字
会调研，听取了自治区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田永华关于推进改革和事
业发展的情况汇报，并看望全体干
部职工。

座谈会上，田永华从红十字
会基本情况、全区红十字系统改
革、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依法治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等方面进行了工作
汇报。

买彦州对宁夏红十字事业发
展特别是深化改革以来在理顺管
理体制、人道资源动员、基层组织
建设、志愿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对自治区红十字会
结合职能定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提出
了要求，勉励大家要立足本职工
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
丽新宁夏中作出积极贡献。

宁夏自治区副主席调研红会工作

本报讯 （鲁红）近日，山东省
红十字会、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
全省器官移植与捐献管理暨器官
捐献协调员培训班。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省
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一
级巡视员秦成勇出席开班仪式并
向优秀协调员颁发证书。

本次培训邀请来自省卫生健
康委医政医管处、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省红十字会的11位权威专家和协

调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授
课。培训内容涵盖器官移植与捐
献法律法规解读、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有关要求、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和案例、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
工作、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管理、

《山东省红十字会条例》解读等。
各市卫生健康委器官移植与

捐献管理工作负责人、各市红十字
会器官捐献工作负责人、器官移植
医院分管院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器
官捐献协调员等90余人参加培训。

山东红会举办器官移植与捐献管理培训班

《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湖北专辑二》出版

本报讯 （孙金雅）近日，河南
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组织开
展了紧急出入库演练活动，此次应
急演练旨在检验备灾救灾中心灾
害应急处置能力，夯实紧急出入库
实战技能，完善应急体系建设，进
一步发挥备灾救灾中心在应对自
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演练模拟备灾救灾中心接到
物资调拨通知后，紧急联系物流公
司、运输车辆和装卸人员，并对 50
顶拉纤帐篷进行清点、出库，随后
快速发往濮阳、驻马店、信阳等地

市。中心全体人员严阵以待，全程
模拟实战，快速有序推进，圆满完
成了演练内容。

演练结束后，中心全体工作人
员对此次演练进行认真总结讨论，
仔细查找演练各项程序和环节中
存在的不足，完善应急预案，进一
步提高备灾救灾能力。

下一步，备灾救灾中心将常态
化开展应急演练活动，结合应急预
案，突出实战化特点，确保在灾害
发生时物资接收发放及时、高效、
规范。

河南红会备灾救灾中心开展紧急出入库演练

■ 记者 贺晔

“太感谢了，请大家一定来吃个
便饭，让我们表表心意……”7月18
日，“天使之旅——新疆先心病患儿
筛查救助行动”进入第四天。上午，
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志愿团队（以
下简称医疗队）走进喀什地区英吉
沙县城镇卫生院，遇到了曾赴上海
接受免费手术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3岁的艾丽（化名）和她的
家人。为了给孩子复查，一家人早
早赶到筛查地点，排到“001”号。再
次见到“救命恩人”，艾丽的妈妈阿
依孜古丽激动得满脸通红，嘴角咧
开大大的笑容，眼中却又蓄满了泪
水。

7 月 15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天使之旅——新疆先心病患儿筛
查救助行动”在喀什启动。这是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联合社会资金
设立的专项基金，首次面向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合作开展全域先心病患
儿筛查救助行动。

从筛查到治疗，实现全链条服务

盛情难却，18日下午3时，在英
吉沙县完成百余名患儿筛查行动之
后，医疗队全员在艾丽家开的小饭
馆享用了一顿丰盛又带有民族特色
的午饭。

“当然，饭钱照付，不能让患者
家属请客，这是原则问题。”医疗队
领队、中国红基会生命教育项目办
公室项目专员陈羽汐坚持为这顿满

含患者家属感激之情的午饭结账。
医疗队赶到当天第二个筛查地

点——130公里外的莎车县人民医
院时，已是下午 5时，这里还有 240
多名患儿在等待专家的到来。

与艾丽一家的开心不同，7 月
16 日，在伽师县众康医院，接受主
动脉成形术后半年的8岁女孩穆克
（化名）和妈妈一起赶来进行术后复
查，却得到一个必须进行二次手术
的诊断。瞬间，妈妈脸上的笑容消
失，声音也哽咽了。

全程随队参与行动的喀什地区
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阿仙把
医生的治疗建议翻译成维吾尔语告
诉穆克妈妈：“她的先心病比较复
杂，一次手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你别急，再过一年，等她的身体恢复
得好一些，可以再次接受手术时，我
们还会来的。”

当日下午，在岳普湖县中医医
院，医疗队发现一名漏斗胸合并心
脏房间隔缺损的患儿，刚刚 1 岁半
的小患者阿力库迪（化名）。“他的情
况比较严重，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就
没有机会了。”医疗队首席专家、上
海德达医院外科中心主任刘建实为
阿力库迪查体后，又特意拍下小朋
友胸廓凹陷的照片发给远在上海的
同事会诊。最终，医疗队决定把这
个令人心疼的小家伙作为 2022 年
第一批接受救助的患者带回上海进
行免费手术治疗。“我们争取用一次
手术同时解决他胸廓畸形和房缺两
个问题，尽量避免更多伤害。”

与此同时，还有一支来自江苏

无锡的医疗队活跃在伊犁州、阿克
苏地区，也在开展先心病患儿筛查
行动。

在阿克苏市人民医院筛查点，5
岁的丞丞在爸爸妈妈带领下，焦急
地走进检查室。丞丞2岁时被诊断
患有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在内的多种
先天性疾病，根治先心病必须先将
其他疾病的手术做完。因此，丞丞
到今年才符合做先心病手术的条
件。此次经过筛查，得知可以得到
免费手术治疗，丞丞父母很开心，

“感觉有希望了”。
7 月 2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也启动了为期3天的筛查
行动，覆盖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
200余名前期摸排的先心病患儿将
在此接受筛查，确定是否需要接受
心脏手术。

“此次筛查行动为期 10 天，共
有三支医疗队参加行动，分别是来
自上海的孙立忠医疗专家志愿团
队、来自江苏的杨光医疗专家志愿
团队，以及本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医院的医疗专家团队。他们
在喀什—图木舒克、伊犁—阿克苏、
乌鲁木齐及其周边地区同时开展筛
查行动，通过现场和网络远程会诊
两种方式对全疆0至16岁的儿童开
展先心病筛查。”中国红基会彩票公
益金项目办主任仰卓子介绍，《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十四五”规划研
究报告》（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研
究报告）中对先心病患儿救助行动
提出要求——组织医疗团队深入我

国农村地区，推动先心病从筛查、救
治到回访的防治全链条体系的建立
和完善。此次新疆筛查行动，是彩
票公益金项目办践行“十四五”规划
研究报告要求的行动之一。

截至 7月 20日晚，此次筛查行
动 3支医疗队共筛查患儿 1758人，
其中 252 人符合手术指征，将获得
全免费手术治疗。

整合现有资源，一切只为服务患儿

自 2012年起，中国红基会就开
启“天使之旅”大病患儿筛查救助行
动，携手国内一流医疗专家深入全
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
动开展疾病筛查，保证更多的先心
病患儿及时确诊并得到救助。

2017 年 6 月，中国红基会携手
无锡明心心脏病救助基金会倡导发
起“天使明心基金”，用于对贫困家
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及心脏瓣膜病患
者进行医疗救助，推动基层医疗事
业发展。基金先后开展了“天使之
旅”新疆、云南、贵州、河南先心病患
儿筛查救助行动。

2019年，中国红基会与上海德
达医院院长、中国主动脉外科学科
带头人孙立忠共同发起设立“孙立
忠心血管健康公益基金”，旨在关注
与心血管相关的罕见病患者救助、
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发展等，
同时为先心病患者提供援助。此后
三年，该基金资助医疗专家志愿团
队先后赴新疆、西藏等地开展多次
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

（下转二版）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之旅”赴新疆开展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

天山南麓寻“心”记

本报讯 （孔亮）7月 19 日，江
苏省红十字会召开 2022年半年工
作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
半年任务，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确
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省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齐敦品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教
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省红十字会
监事会监事长张亮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各级
红十字会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比学
赶超、争先进位，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效。下半年，要切实增强工作的
主动性和紧迫感，抢抓时间窗口，
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加力加速推进
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目
标，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会议要求，要以救援队建设为
核心，打造一批高标准、有特色、装
备好、战斗力强的救援队伍；要以

“救在身边·校园守护”为重点，提
高培训质量并向更多领域拓展；要
以特色品牌项目为引领，注重提高
网络筹资和常态化筹资能力，拓宽
筹资渠道，大力推进公开透明；要
以宣传普及为抓手，扎实推进“三
献”工作；要以基层阵地为依托，调
动基层组织积极性，促进“博爱家
园”建设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健全组织
体系，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学
校红十字阵地，提升基层组织服务
能力；要加强宣传工作，不断提高
宣传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和公信力；要健全治理结构，持续
推动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按期换届
和监事会改革工作，不断提升治理
能力；要提高党建工作质量，全面
履行从严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

江苏红会召开2022年半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 （红基）7月 18日，《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驰援河南洪灾行动
社会捐赠款物收支情况审计报告》
在河南鹤壁博爱家园项目点发布，
向社会公示中国红基会驰援河南郑
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接受社会捐
赠款物收支及使用情况。

2021 年河南郑州“7 · 20”特大
暴雨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基会紧急
启动“天使之旅——驰援河南洪灾
行动”，根据灾情变化和当地实际需
求，积极动员社会资源，多措并举驰
援河南防汛救灾，接受并统筹安排
使用河南防汛救灾捐赠款物，并于
2021年 7月 27日，邀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进驻，对中国红基会接受和

使用河南防汛救灾捐赠款物进行全
程审计和监督，进一步强化提升信
息公开透明。

中国红基会接受驰援河南洪灾
行动捐赠款物价值 458497508.11
元，其中捐赠资金411898053.11元，
捐赠物资价值46599455.00元，以上
捐赠款物均已根据灾情需要统筹安
排使用，主要用于支持基层基础卫
生服务设施恢复重建、社区防灾减
灾、公共卫生服务及公共安全项目
等。

在应急救援方面，组建“中国红
基会驰援河南救援队”，在灾情严重
的新乡市及周边持续搜救转移受灾
被困群众；发起“援豫民间救援队保

障项目”，为334支社会应急救援队
提供资助，累计资助款超过 2950万
元，接受该项目资助的救援队转移
安置群众超20万人次、参与卫生防
疫消杀超过 7000 万平方米。在赈
济安置方面，从湖北、山东、甘肃等
地调配 48400只赈济家庭箱分批发
放到郑州、新乡、鹤壁等地受灾群众
手中。在灾后重建方面，积极动员
社会爱心资源向新乡、鹤壁、焦作、
郑州等地的急救中心、医院等一线
医疗机构捐赠108辆应急救护车、5
辆应急送血车、4 辆核酸检测车以
及车载医疗设备；向受灾严重的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捐赠价值
3000万元的应急医疗设备，为满足

群众就医需求，助力当地复工复医
提供了有力支持；捐赠 2100万元支
持新乡25所、鹤壁26所受灾学校重
建，助力学校开展灾后校园设施重
建修缮、清淤、教具等购置，同时，为
因灾家庭经济受影响的学生提供助
学金，进一步开展健康体系建设、学
生生命健康教育等。

此次专项审计报告发布地博爱
家园项目点位于河南省鹤壁市灵山
街道赵庄村，这也是河南郑州“7·
20”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基
会支持灾后重建的7个博爱家园项
目之一，另外 6 个项目分别包括郑
州市 5个、新乡市 1个，共计投入资
金432.76万元，近万人受益。

中国红基会驰援河南专项审计报告发布
第三方审计机构全程监督 确保善款使用公开透明 灾后援建项目高质量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