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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生命教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向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红十字组织合法席位70周年致贺信

在阿富汗地震重灾区帕克提卡
省齐鲁克区，一座座倒塌的房屋旁
支起了两排印有“救灾”两个汉字的
帐篷，上百名因地震而无家可归的
当地村民住在这里。夜幕降临，几
名席地而坐的孩子随口唱起了民
歌，婉转的歌声在瓦砾堆的映衬下
飘散在夕阳中。

阿富汗东南部6月22日发生强
烈地震，造成 1000 多人遇难，近
2000人受伤，数万座房屋被毁。紧
张的救援过后，震区开始进入灾后
重建的漫长征程。

患难见真情。灾情发生后，来
自中国的援助第一时间翻越帕米尔

高原，源源不断涌入阿富汗震区。
具备“中国速度”的中方援助给震区
带来了特别的温暖和希望，让灾区
民众印象深刻。

“我们感谢中国对我们的及时
帮助！”领到一顶帐篷和一个生活用
品包的当地村民哈利勒·埃萨斯说，

“地震发生后我们只能住在户外，忍
受日晒雨淋，中国给我们的帮助令
人难忘！”

灾情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
决定向阿富汗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
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6月27日，中
国政府援助阿富汗的首批抗震救灾
物资运抵阿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

中国红十字会也于6月30日通
过包机形式向阿运送帐篷、折叠床
和家庭包等抗震救灾物资，并向阿
红新月会提供援助资金，帮助阿灾
民渡过难关。

“中国是援助物资抵达喀布尔
最及时的国家之一”，阿富汗临时政
府国家灾难管理和人道主义事务部
发言人穆罕默德·纳西姆·哈卡尼 7
月 18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
国的援助来得又快又好。”

“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帐篷，解
决了我们90%的问题。”齐鲁克区受
灾村民阿赫塔尔·穆罕默德说。

阿富汗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也

在第一时间自发参与救灾行动。6
月26日，中国中冶集团艾娜克铜矿
项目向受灾较为严重的霍斯特省灾
区捐助了大米、面粉、食用油等物
资。阿富汗华侨华人还自发购买药
品、帐篷等，自筹资金运往灾区。

“我想说的是，我们非常感谢中
国，”收到中资企业援助物资的霍斯
特省斯佩拉区灾民哈吉·卡比尔说，

“大米、食用油等对我们的生活帮助
很大。”

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
德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阿方
感谢中国提供如此大量的援助，帮
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新华社）

阿富汗抗震救灾中的中国力量

本报讯 （红基）近日，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成长天使基金“生命教
育·校园健康守护”校医培训班在贵
州、浙江、广东等多地相继开展，普
及校园健康安全相关知识，助力健
康校园建设。5 期培训班共培训
700余名校医及保健医生。

6 月 23 日，中国红基会成长天
使基金第 50 期校医培训班在贵州
贵阳观山湖区开班，来自该区各小
学校的 58 名校医参加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与突发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校园常见
传染病防控、儿童和青少年生长发

育规律及异常识别、心理健康教育、
视力保健等方面的知识。

7 月 5 日，中国红基会成长天
使基金第 51 期校医培训班在浙江
义乌开班，来自全市中小学校的
160名校医及保健教师参加了为期
3天的培训。此次培训为学员们带
来应急救护、疾病预防、校园突发
卫生事件应对等知识和技能。中
国红基会成长天使基金将联合义
乌市红十字会和相关医疗机构在
部分中小学校设立青少年儿童生
长发育健康监测点，开展生长发育
健康教育讲座、筛查活动以及交

通、防溺、防火、创伤处理、自救互
救等安全教育课程。

7 月 8 日至 10 日，中国红基会
第 52 期校医培训班在贵州凯里举
办，来自凯里市中小学校的 229 名
校医、保健教师参加培训，学习校园
应急救护、疾病预防、突发卫生事件
的应对知识和技能。

7月7日，中国红基会成长天使
基金第 53 期校医培训班在广东中
山开班，来自中山市各学校的 200
名校医、保健教师分 4 批次参加培
训。中国红基会将与中山市中小学
卫生保健所共同组织开展校园健康

科普、学生健康体测、安全教育等公
益活动，助力地区教育卫生事业发
展。

7月 6日至 8日，中国红基会成
长天使基金第 54 期校医培训班在
浙江绍兴举办，来自绍兴市6个区、
县（市）小学、初中的 105 名校医和
保健教师参加培训。

2022年，中国红基会成长天使
基金加大全国校医培训力度，目前
已在各地举办校医培训班 8 期，开
展校园健康体测、教师及学生应急
救护培训等公益活动40余场，受益
师生4万余人。

中国红基会在多地举办校医培训班
今年已举办校医培训班8期，开展公益活动40余场，受益师生4万余人

7月18日，在阿富汗地震重灾区帕克提卡省齐鲁克区，一名男孩站在中
国红十字会援助的救灾帐篷外

本报讯 （冀红）近日，河北省
红十字会组织召开省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联络员会
议。省卫健委、省文明办、省财政
厅等10个省直单位相关人员以及
河北医大二院、三院部分OPO专
家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河北省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开展情况。上
半年，省红十字会全力抓好器官
（遗体、角膜）捐献管理工作，牵头
修订印发《河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基
金管理办法》，制定了 2022年器官
捐献工作要点，协调做好宣传动
员、捐献见证、缅怀纪念和人道救
助等工作。全省登记遗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新增 4.7万人，累计达到
20.9 万人；成功实施器官捐献 54
例，累计捐献 465 例，遗体捐献 45
例，累计捐献569例。

会议解读了省人体器官捐献
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领导

同志对河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调查报告批示精神的责任分解清
单（征求意见稿）》。清单从尽快完
善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广泛开展
宣传培训、进一步规范OPO统一
管理、大力发展信息员队伍、引入
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建立符合
OPO 特点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
部门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机制、加
大社会褒奖和优待力度、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积极推动地方立法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
措施，并对各单位承担的工作任务
作了进一步明确。

此外，与会人员就建立健全河
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联
络员与OPO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
机制进行了讨论交流，一致表示将
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大力协调，密切配合，以更大力
度推进河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河北红会召开器官捐献工作联络员会议

本报讯 （蒙红）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红十字会以视频形式举办
2022年全区红十字会系统新闻宣
传和意识形态培训班，自治区、盟
市、旗县三级红十字会331名学员
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新华社、人民日

报、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的专家围绕
意识形态、新闻宣传、网络舆情等
内容授课。

参训人员表示，将化本次培训
精髓为实际工作成效，持续提升业
务能力水平，不断增强红十字宣传
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内蒙古红会举办新闻宣传工作培训班

本报讯 （苏红）7 月 18 日至
19日，应省体育局邀请，江苏省红
十字会为省退役运动员转岗教练
员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救护员培训
班，45 名退役的体育冠军学员参
加培训。

省红十字会针对培训对象特
点，重点讲解了心搏骤停救生技术

和运动创伤的现场处理，深受学员
们欢迎。

培训结束后，所有参训学员
均考核合格，取得红十字救护员
证。

下一步，江苏省红十字会将持
续加大与省体育局的合作，加强对
体育从业人员的救护培训。

江苏45名退役体育冠军参加救护培训

纪念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
红十字组织合法席位70
周年 >>>>>>（详见三版特别报道）

 














7月18日，在阿富汗地震重灾区帕克提卡省齐鲁克区，孩子们站在中国
红十字会援助的救灾帐篷外

本报讯 （袁超）7月 23 日，贵
州省红十字会携手省红十字志愿
服务联合会和省红十字会应急救
护服务中心在贵阳为首批70个社
区授牌“红十字救护站”、分发急救
包等辅料，并开展社区红十字生命
教育专项培训，正式在全省启动建
设社区微型红十字救护站178个。

从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贵州
省红十字会将分 3 批为贵州省有
条件的178个社区，分别培训并配
置1名持证的红十字应急救护员，
统一在社区标注并亮明红十字救
护站标识，明确救护站工作职责，
配备急救包等急救必备辅料，为社
区群众贴身开展急救服务，同时组
织参训的社区急救员注册成为红
十字志愿者，在社区因地制宜开展
红十字生命教育，倡导“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生命接力”等文明新

风尚。
当天，贵州省红十字会对首批

70名社区志愿者开展了红十字应
急救护员持证培训。

2022 年，贵州省红十字会相
继利用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体验馆、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基层
红十字会组织和新媒体等平台与
载体，积极开展红十字生命教育。
目前已完成红十字救护员等持证
培 训 10512 人 、普 及 宣 传 惠 及
27.46万人次；借助“5·8红十字博
爱周”等时间节点，发放红十字生
命教育宣传资料（品）22.1万余份，
新增招募“三献”登记注册志愿者
16427人，组织无偿献血量数百万
毫升，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33例，
动员并见证人体器官捐献 83 例；
同时还广泛开展了各类社会实践、
公益活动。

本报讯 （张艳丽）7月 19 日，
陕西省红十字会在西安召开半年
工作分析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面从严
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总
结通报了全省红十字会系统上半
年“十四五”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
任务完成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重点
难点问题，研究制定了具体措施。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关居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各级
红十字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
强党对红十字会工作的全面领导，
助力疫情防控作出新贡献，改革工
作取得新进展，人道资源动员实现
新突破，“三救”工作取得新业绩，

“三献”工作再上新台阶，人道传播
取得新成效，立法工作开创新局

面，干部队伍激发新活力。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三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和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
神，聚焦主责主业，紧紧围绕深化红
十字会改革，加快“十四五”规划各
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要认真做好
备灾救灾工作，大力实施人道救助
项目，着力提升“三献”服务工作水
平，拓宽人道资源动员渠道，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抓细抓实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积极推进“数字红会”建
设。要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
问题导向抓落实，坚持底线思维抓
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抓落实，确保圆
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咸阳市长武县、安康市汉滨
区、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区县红十字
会分别就应急救护、组织建设、志
愿服务等工作在会上作了交流。

贵州启动建设178个社区红十字救护站

陕西红会召开半年工作分析会

本报讯 （宗红）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际红十
字组织合法席位70周年。近日，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
席弗朗西斯科·罗卡和秘书长贾干·
查普甘，分别就中国红十字会恢复
国际红十字组织合法席位 70 周年
向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发来贺
信。

彼得·莫雷尔在贺信中表示，自
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在国际红十字运
动中的席位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
工作、经验和合作精神得到多方尤
其是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中国
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其立场

和行动具有极大影响力。彼得·莫
雷尔表示，十分赞赏中国红十字会
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
建立红十字国际学院和为解决全球
人道挑战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祝愿
中国红十字会在人道事业中不断取
得成功，并重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对双方伙伴关系的承诺。

弗朗西斯科·罗卡和贾干·查
普甘在贺信中表示，自加入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来，中
国红十字会始终是其重要成员。
作为中国主要的人道组织，中国红
十字会不仅在自身发展方面取得
长足进步，还向世界各国的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提供了慷慨援助。
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推动区域和全
球合作，为促进国际联合会的整体
进步和团结作出了卓越贡献。中
国红十字会的人道工作得到国际
联合会充分认可，在今年召开的国
际联合会第 23 届全体大会上，国
际联合会将最高荣誉——亨利·戴
维逊奖授予中国红十字会，以表彰
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动员人道力量
改善易受损人群生活”的杰出服
务。国际联合会期待与中国红十
字会继续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并
祝愿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事
业取得巨大成功，为在中国及其他
国家建设更安全、更健康、更具韧

性的社区贡献力量。同时，他们在
贺信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全体会员、
志愿者、员工和支持者们为在中国
和世界各地提供高质量的人道服
务付出的非凡努力表示深深敬意
和感谢。

1952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7 日，
第 18 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
多伦多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会议
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合法的
全国性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成
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组织中第
一个恢复合法席位的团体，这是建
国初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