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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
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
以贯之》。

文章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历史和
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
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
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
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
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
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
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
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
不容易。

文章指出，改革开放至今，我
们一直在实践和探索，在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
变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使我国发展大踏步赶上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
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
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
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
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
是十分重大的。

文章指出，旗帜决定方向，道
路决定命运。党的十九大作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
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
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
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
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我们
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
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
献。

文章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
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
神。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
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
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
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
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
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
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是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
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
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
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
命工作做到底。

文章强调，昨天的成功并不代
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
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要实现党和国家兴
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
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
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胜
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
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本报讯（宗合）9月5日，四川
省泸定县地震发生后，各地红十字
会积极行动，向灾区捐款捐物，支
持当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泸定地震发生后，香港红十字
会、澳门红十字会十分关注灾情及
救援情况。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协调，香港红十字会向四川省红
十字会捐赠 15 万元人民币，支持
四川省红十字会开展救灾行动。
澳门红十字会紧急支援了 1679个
家庭包，该批物资已抵达泸定县分
发给受灾民众。

9 月 6 日，重庆市红十字会紧
急向四川省红十字会拨付救灾资
金 20 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开展抗
震救灾工作。同时，市红十字会正
积极协调组织社会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捐款捐物，支持地震灾区泸定
县、石棉县抗震救灾。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川渝人民一家亲，共克
时艰，同心协力抗震救灾。

地震发生后，宁夏红十字会召
开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甘孜泸定县6.8级地震作
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
示要求，安排中国红十字（宁夏）赈

济救援队做好备勤，随时准备赶赴
灾区协助开展救灾救援工作。为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尽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自治区红十字会向四川地震灾区
捐赠 10 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开展
抗震救灾工作。

9月15日，上海派能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红十字会
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支持四川泸
定地震救灾及灾害重建工作。上
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9 年，致力于推动储能行
业发展，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不忘
尽一份企业责任，积极投身社会公
益事业，曾在2021年7月通过上海
市红十字会向河南水灾捐款 100
万元用于灾后重建工作。

近日，安徽省红十字会向四川
省红十字会捐赠 50 万元，支援泸
定抗震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后，安
徽省红十字会党组高度重视，积极
组织动员，部署筹募资金工作。并
通过安徽省红十字基金会平台在
支付宝公益上线“驰援四川地震灾
区”筹款项目，汇聚社会爱心，帮助
灾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各地红十字会支援四川泸定地震灾区

本报讯（院红）9月19日，红十
字国际学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在苏
州大学红十字国际交流中心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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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陈竺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座谈会由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
王汝鹏主持，苏州大学副校长、执行
院长沈明荣，副院长刘选国、常务副
院长郑庚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之前，陈竺实地视察调
研了红十字国际学院的未来相关设
施，并会见了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
涌、校长张晓宏等校领导，听取了苏
大主要领导关于学校发展情况的汇
报。

座谈会上，举行了学院联合共
建人颁证仪式和奖教金、微专业奖
学金颁奖仪式。陈竺先后为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上海浦东新区
红十字会、中国慈善家杂志社和人
道事务高级研修班学员唐爱琴等捐
赠机构和个人颁发“联合共建人荣
誉证书”；为池子华教授、葛道顺教

授、付春来研究员等获得突出贡献
奖、业绩奖、奉献奖以及创新奖的获
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为“国际人道
工作实务”本科微专业的优秀学生
颁发奖学金证书。

随后，陈竺手按启动器，在大家
的见证下正式开通上线了红十字国
际学院云教育平台。云教育平台是
红十字国际学院为适应网络时代要
求，探索教学课程数字化网络化转
型的重要成果，旨在为国际红十字
组织从业人员、红十字会员、红十字
志愿者以及其他有志于人道公益事
业的用户，提供网络教学、培训、交
流平台，以期实现全球人道教育资
源在云端的共建共享。

座谈会上，苏州大学副校长、红
十字国际学院执行院长沈明荣汇报
了学院成立三年来的亮点工作和未
来发展设想。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理事长赵洪涛、上海浦东新区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顾赛花、中国
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吕振亚以及人道
事务高级研修班学员唐爱琴作为联

合共建人先后交流发言；获奖教授
代表葛道顺、青年教师代表徐诗凌，
获奖学生代表陈青乔也先后发言，
畅谈收获和感受，对学院未来提出
希望和建议。

在听取工作汇报和代表发言后，
陈竺对新增联合共建人表示感谢，对
获得表彰奖励的师生表示祝贺，对学
院成立三年来取得的骄人工作成绩
表示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

陈竺指出，红十字国际学院创
办成立以来，虽然遭受两年多的疫
情影响，但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
组和苏州大学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及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下，学院领导班子和全体
教职员工和衷共济、迎难而上、开拓
进取，学院组织架构基本建立，教学
科研团队初步形成，人才培养和理
论研究工作快速推进，在行业和社
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为发展人道
教育事业、培养红十字人道公益人
才探索出了一条可行路径，基本实
现了学院创办规划的初期目标。

陈竺指出，总会印发的《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红十字
国际学院建设的措施》，体现了总会
党组对学院建设发展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学院一定要乘势而上，认
真研究，推动贯彻落实。希望苏州大
学积极配合呼应，针对学院发展目前
面临的困难和需求，研究制订进一步
支持学院建设发展的配套措施，共同
推进学院的快速高质量发展。

陈竺强调，学院要进一步强化
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地位，加大理
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力度，持续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动员社会
资源支持学院建设，把世界上首个
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国际学院办好
办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红十字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国际红十字运
动的创新进步，为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江苏省和苏州市有关领导，红
十字国际学院部分教职员工，国际
人道工作实务微专业二期班新生参
加了座谈会。

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三周年座谈会在苏大召开
陈竺出席讲话并为学院云教育平台开通上线

9 月 17 日，浙江省衢州市衢
江区第一届公开水域游泳赛在上
山溪流域开赛，来自衢州各地的
120余名游泳爱好者参加比赛。

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出
动了两辆救援车，两艘救援艇，6
名救援队员，圆满完成游泳比赛
的安全保障任务。 （胡江丰）

护 航

本报讯（津红）8月16日，天津
市红十字会联合北京市红十字会、
河北省红十字会举办 2022 年度网
络京津冀三地红十字青少年与志愿
服务工作交流会。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组织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及京津冀
三地红十字会组织宣传和业务部门
负责人出席会议。

此次交流会由京津冀三地红十
字会共同策划并积极推进，旨在全
面提升三地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政
治力、组织力、凝聚力和服务力。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下，会议采
取线上形式开展，来自京津冀的各
级红十字会专职人员、教育系统红
十字会专兼职人员、红十字青少年
及志愿者骨干170余人参加会议。

天津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吕小林表示，京津冀地缘相接、
人缘相亲，具备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的良好基础。本次交流活动的举
办，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精
神、贯彻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提升三地红十字会工
作能力、促进依法治会进程的现实
需要；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推动
京津冀三地红十字工作交流和融合
的重要举措；是促推京津冀红十字
青少年和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
展，加强三地红十字人对红十字认
同感的有益尝试。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红十字

会组织宣传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围绕
京津冀协同构建志愿服务创新发展
模式谈了各自的构想和举措，表示
要以推动京津冀红十字创新发展框
架协议深化合作，将红十字志愿服
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与实施“京津
冀一体化”战略相融合，聚焦政府关
注、社会需要、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联动发布红十字志愿行动计
划，组织动员青年学生、社会志愿服
务组织和广大红十字志愿者等开展
相关宣传实践活动，进行资源聚合，
探索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孵化
培育，打造精品项目，通过项目带动
志愿组织建设和志愿活动开展，以

“京津冀志愿服务联盟”为纽带，加
强三地志愿服务领域协作交流，加

大专家、项目和活动交流力度，实现
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来自天津、北京、河北红十字会
的志愿者代表，围绕志愿服务如何
融入生命教育、志愿服务如何有效
服务于疫情当下等主题，分别分享
了“三献”工作的体会，介绍了“救在
身边+生命教育”志愿服务经验，分
享了学校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的经
验做法。

与会人员表示，此次交流收获颇
丰，通过工作上的深度互动交流和高
质量业务辅导，进一步提升了红十字
志愿服务标准化水平，提高志愿者服
务水平与能力，有效推动了红十字青
少年和志愿服务工作深度融入京津
冀协同一体化发展进程。

深化京津冀全方位合作 强化红十字队伍建设

2022年度京津冀三地红十字青少年与志愿服务工作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 （粤红）近日，广东省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
开，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
海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广东省 2022 年造
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情况。1 月至 8
月，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1.1
万余人，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190

例，捐献量与同比增加 39 例，增长
26%，占全国捐献总数的 15%。截
至 8月 31日，广东省入库志愿捐献
者数据 12.6万人份，累计捐献造血
干细胞 1448例，捐献总数及库容使
用率均居全国第一，为挽救血液病
患者生命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上，授予深圳、广州、东莞、佛

山、肇庆、珠海、清远、始兴等8个工
作站“2021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优质工作站”；授予中国人民解放
军南部战区总医院、广东药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
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市
红十字会医院、华南农业大学医院
等 6 家单位“2021 年度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血样采集优质单位”称号。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韶关

市中心血站的有关专家围绕临床造
血干细胞移植和采集、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者的招募与遴选等专题进
行了授课，汕头、河源、汕尾、东莞、
梅州大埔等市县红十字会就造血干
细胞捐献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

各地市红十字会、血站、合作医
院及部分区县红十字会相关人员
80余人参加会议。

广东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突破12.6万例 本报讯 （龙红）9月 10 日，为
纪念第 23 个“世界急救日”，黑龙
江省红十字会以“终身学急救，救
护伴我行”为主题，组织开展红十
字应急救护知识问答宣传活动。

活动中，黑龙江省红十字应急
救护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参与答
题，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培训科负责
人为大家讲解点评。

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红十字会利用“世界急救日”契

机，大力推进红十字生命教育，利
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推动应急
救护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机
关、进企业、进家庭。同时聚焦重
点行业和领域，深入实施“救在身
边·救护伴行”“救在身边·景区守
护”“救在身边·校园守护”等主题
活动，切实提高应急救护能力。不
断弘扬“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的新时代文明新风尚，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黑龙江红会开展“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沪红）近日，上海红
十字系统举办新闻传播培训班，市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
浩亮出席并作开班动员讲话。

张浩亮表示，必须进一步增强
对红十字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用好政策、整合资源，把红十字宣
传工作的“蛋糕”做大、形成声势。
要增强政治敏感性和忧患意识，积
极做好突发事件舆情应对和舆论
引导的准备。全体红十字宣传干
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
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新本领，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红十字
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思想保障、舆论
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氛围。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来自市

委网信办、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中
国新闻社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
自身经验，分别从突发事件的舆情
应对、舆情引导的基本原则、媒介
融合背景下新闻的写作与传播、人
物事迹的刻画描写等方面深入分
析讲解，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培训期间，参加现场培训的学
员还通过讨论与实操，分享了对红
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红十字历史
文化的理解，就传播过程中的常见
错误进行了解析。

市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备灾
救灾中心、事务中心负责人，各区
红十字会主要领导，基层红十字通
讯员等 100 余人分别以线上或线
下方式参加培训。

上海红十字系统举办新闻传播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