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印尼使馆转交中国红十字会
向印尼巽他海啸灾区紧急援助款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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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中国红十字会共同救治广西重型地贫患儿行动启动

陈竺慰问首例赴沪治疗广西地贫患儿
本报讯 （记者 贺晔）2018 年
12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
上海市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浩亮一行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看望慰问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灵山县的重型地中海贫血患
儿小任（化名）一家。
在瑞金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病
房，陈竺一行见到了 5 岁地贫患儿
小任及其 7 岁的姐姐小荷（化名）。
了解到姐姐即将入住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注射动员剂，为弟弟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情况后，陈竺深受触动，
他
表扬姐弟二人是“与病魔顽强战斗
的小英雄”，并为二人送上“英雄能
量包”。他说：
“ 你们都是勇敢的孩
子，治疗会有点疼，
不要怕。这么多
的叔叔、阿姨、伯伯、爷爷都在为你
们加油，为你们竭尽全力。”陈竺还
鼓励患儿家长要有信心，尽力配合
治疗，争取让患儿早日康复。
小任一家有 6 口人，包括 4 个兄
弟姐妹。他出生 6 个月时被确诊患
有地中海贫血，
需每月进行一次输血
及除铁治疗，医疗费用近 3000 元。

陈竺为 5 岁地贫患儿小任（化名）送上
“英雄能量包”
。
大姐姐阿妹（化名）今年13岁，
也患有
重型地中海贫血，
因为没有找到合适
的配型而无法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
常年靠输血维持生命。因姐弟
二人医疗费用高昂，
父亲离开家乡，
在南宁市一家水泥厂打工，收入有
限，
却是全家唯一经济来源。母亲需
照顾 4 个孩子，
无法出门工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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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小任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此次获得赴沪为小任进行造血
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机会，父亲万分
感激。他表示，之前因为缺钱和没
有等到合适的配型，耽误了大女儿
的治疗，一家人非常难过。这次能
够为小儿子治病，他感谢所有为此
付出努力的人，包括瑞金医院的医

生护士、广西红十字会以及上海市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2018 年 12 月 19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及中国红十字会三方签署广西重型
地中海贫血患者救治行动合作协
议。协议明确了行动目标，从 2018
年至 2020 年，支持广西重型地贫患
者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提高
地贫患者生存质量，进一步降低患
者医疗费用；红十字会设立重型地
贫患者救助基金，动员社会力量奉
献爱心参与救助行动，建立协调国
内相关医疗机构接收广西地贫患者
移植治疗和提供便利的工作机制。
小任是该协议签订后，由广西
红十字会联络并筛选，由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资助赴沪治疗的首例重型
地贫患儿。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志愿者为患儿及其家属提供陪
伴等服务。
据悉，小任一家将获得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 10 万元资助，该笔费用
由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
赠。目前，该企业已捐资 100 万元
支持
“地中海贫血儿童救助项目”
。

送礼物的“老爷爷”
2018 年 12 月 29 日 ，93 岁 的
王文荣老人和老伙计们一起来到
陕西省富平县特殊教育学校，将
价值上万元的棉被、棉鞋等御寒
物资及文体用品送到孩子们手
中。
王文荣老人是陕西省西安市
退休职工。1996 年，他和一群老
伙计一起发起组建陕西省红十字
会老年志愿者工作站。22 年来，
这群平均年龄 70 余岁的老年志
愿者，积极发挥余热，奉献爱心，
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帮
扶，既收获了人们的尊敬，也丰富
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吴宽宏）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走访调研省红十字会
本报讯 （浙红）2018 年 12 月 25
日下午，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
长黄建发赴浙江省红十字会机关走
访调研，看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并
代表省委向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提前送来新年问候。
在认真听取浙江省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专职副会长陶竞的工作汇
报后，黄建发表示，
省红十字会换届
以来，自觉加强党对红十字会工作
的领导，认真履行法定职能，聚焦主
责主业，做了大量工作。他代表省
委向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广大工作者
表示慰问。
关于浙江省红十字会下一步工
作，黄建发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强化
政治属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二是强化履职尽责，主动服务省委
工作大局，不断拓展人道服务新领
域；
三是强化公开透明，
加强内部管
理，强化财务监督，
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和舆论监督；
四是强化改革创新，
按照“增三性”
“ 去四化”的总体要
求，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
案精神，抓紧修订完善省红十字会
改革方案，
推进改革的落地见效。
黄建发还观看了省红十字会门
户网站信息公开相关情况演示，实
地考察了省红十字会现场应急救护
培训综合教学实习基地。省委副秘
书长李波参加走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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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外宣）2018 年 12 月
27 日，中国驻印尼使馆公参孙伟
德赴印尼红十字会总部出席捐助
仪式，
转交中国红十字会就巽他海
啸向印尼红十字会提供的 10 万美
元人道主义紧急现汇援助。印尼
红十字会秘书长利托拉代表印尼
红十字会接受中方援款，
并向中方
颁发捐助证书。
孙伟德表示，巽他海峡 22 日
晚发生海啸，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第一时间向佐科总统致电慰问，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
者表示深切哀悼，对遇难者家属、
受伤者和灾区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相信在印尼政府坚强领导下，
印尼
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早日重建
家园。
孙伟德表示，
印尼是中国的友
好邻邦。在印尼人民遇到困难的
时候，
中方愿积极提供帮助。受中
国红十字会委托，
使馆特向印尼红
十字会转交 10 万美元人道主义紧
急现汇援助，支持印尼方救灾工

作。中方也愿根据印尼方需要，
继
续在灾害救援、灾后重建等方面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利托拉感谢中方善举，
表示中
国是首批通过印尼红十字会向巽
他海啸灾区提供援助的国家。
2018 年，印尼发生包括龙目岛地
震、中苏拉威西地震海啸等多次重
大自然灾害，
中方每次都第一时间
伸出援手，
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
印尼人民的友好情谊。印尼红十
字会谨代表灾区人民向中方表示
衷心感谢。利托拉还介绍了海啸
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印尼红
十字会救灾工作。
2018 年 12 月 22 日晚，印尼巽
他海峡发生强烈海啸灾害，
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除中国
红十字会向印尼红十字会提供 10
万美元人道主义紧急现汇援助外，
驻印尼使馆已分别通过印尼两大
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伊
联）和穆罕默迪亚（穆联）捐赠 4 亿
印尼盾，
用于向灾民提供紧急救灾
物资。

第三次获评 5A 级基金会 年度收入 6.6 亿元

中国红基会四届六次理事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贺晔）2018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
四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中国红基会理事长郭长江主
持会议。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王汝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汝鹏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中国红基会 2018 年的工作成绩，
结合贯彻落实总会改革方案，
对红
基会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王汝鹏指出，
要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批准的红十字会改革方案
精神，
进一步推进红基会的改革创
新。要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制约和
影响基金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以改革创新精神，破解发展难
题，
打通发展瓶颈。要加大筹资力
度，增强人道救助实力。通过规
范、高效、透明的公益项目实施，
增
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赢得社会信
任，扩大社会影响，在提升人道资
源动员能力的同时，加强科学决
策，
降低救助成本，
扩大资助覆盖，
提高资助效益。要进一步加强对
外宣传，增强宣传工作的传播力。
抓住各种活动契机和重要时间节
点，
开展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的宣
传传播。要积极研究互联网和新
媒体，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
发展合作伙伴，建立新的传播平
台，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加强
红基会自身建设，
提升工作人员的

素质和能力；不断优化理事会结
构，
更好发挥理事作用。他希望中
国红基会全体工作人员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努力
把中国红基会建成最具实力、最具
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国际知名基
金会，
为促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孙硕鹏代表秘书处作了题
为“向着改革新征程进发”的工作
报告。2018 年，中国红基会以优
异成绩再次蝉联全国 5A 级基金
会，成为连续三次获评 5A 级的全
国性公募基金会，
中基透明指数再
获满分评价。人道援助和服务项
目扎实推进，
党建和队伍建设不断
加强，内部治理和公信力持续提
升,募捐筹资创非重大灾害年份筹
款新高。
中国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
代表秘书处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018 年度财务报告。报告显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中国红基
会实现年收入 6.6 亿元，同比增长
16%，公益支出 5.97 亿元，社会捐
赠资金首次突破 4 亿元。
会议通过了《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保值增值投资管理办法》，
为在中
国红基会服务5年和10年的工作者
颁发了
“红十字人道服务勋章”
。

央视播出“守护夕阳——养老护理职业荣耀盛典”
全国近 40 万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受关注

春天播撒爱心 冬天收获温暖
重庆 10 户特别困难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收到新年大礼包
本报讯 （渝红）2018 年 3 月
24 日，180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举
步重庆南山，为重庆市人体器官
捐献者家庭募款筹办新年礼
物。12 月 15 日，这份爱心礼物跨
越寒流，飞入 10 户特别困难捐献
者家庭，
为他们送上新年祝福。
“我的孩子已经离开 4 年了，
还能得到红十字会和社会的关
爱，真的非常感动。大家没有忘
记我们！”活动现场，器官捐献者
胡虔诚的妈妈从重庆市红十字会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工作人
员和安乐堂福寿之家志愿者手中
接过价值 1500 元的新年大礼包，
包括暖风机、棉被和提货卡等。
“失去儿子那一年，
我几乎夜
夜失眠，是那些可爱的志愿者不
厌其烦地陪我彻夜聊天，帮助我

从痛苦中慢慢走了出来。”胡妈妈
说。4 年前，胡虔诚意外从三楼坠
落，
摔成重度颅脑损伤导致死亡，
离
开时年仅 8 岁，家人捐出他的器官
挽救了 5 个人的生命。如今，胡虔
诚的妹妹已经出生，这个不幸的家
庭重新迎来了新生命的喜悦。
听到胡妈妈聊起生活近况，其
余几位捐献者家属也围了上来，他
们虽然并不认识，但因为同样的话
题感觉格外亲切。他们中，有 2018
年 2 月捐献器官的范女士家人，有
一个月前捐献器官的淳先生家人。
他们谈论着自己现在的生活，互相
加油打气。
“看到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状
况，我们安心多了。”重庆市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秦红梅介
绍，近年来，重庆市共实现 385 例人

河北红会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工作总结会
本报讯 （冀红）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 21 日，河北省第二届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工作总结
暨宣传经验交流培训会在石家
庄召开。会议表彰了 2018 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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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器官捐献，其中许多捐献者家庭
非常困难，市红十字会一直惦记着
他们。2018 年 3 月，在福寿园重庆
安乐堂支持下，市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博爱山城·生命接力”清明登山
活动，为每一位到达终点的志愿者
配捐 20 元公益金，用于年终开展关
爱困难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
慰问活动，
当天共配捐近万元。
志愿者田茂兰是当时登山活动
的募捐参与者，也是受邀现场见证
捐赠过程的见证人。她说，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是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的高尚行为，捐献者为了他人的生
命健康和家庭幸福奉献了自己，也
为医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值得
全社会尊重和学习。作为志愿者，
能够为他们的家庭贡献一份爱心，
自己心里感觉很温暖。

血干细胞捐献宣传与志愿服务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志愿服务组织和
优秀志愿者、优秀宣讲员、优秀回
访员，
并为他们颁发证书。
据悉，河北省分库造血干细胞

志愿服务大队自 2016 年成立以来，
目前已经成立 10 支市级分队、20 余
支县级志愿服务小分队，在宣传招
募、血样整理、入库回访、志愿者保
留项目、捐献再动员、捐献陪护、护
送造血干细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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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曜阳）1 月 2 日晚 8
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
心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
会与法频道共同制作的
“守护夕阳
——养老护理职业荣耀盛典”在央
视社会与法频道播出，讲述了 9 位
不同年龄、不同层面、不同经历的
养老护理员的故事。这是养老护
理职业第一次集体登上央视平台，
接受社会各界的致敬与表彰。
播出之前，
节目导演组历时七
个月，
由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全
国 1500 余家养老机构参与推选，
从 300 名优秀养老护理员中筛选
出 30 位优秀养老护理员代表，由
央视《夕阳红》栏目组将其故事拍
摄制作成短视频，在央视网、中华
网、央广网以及
“夕阳红”微信公众
号、国家养老网、西瓜视频等 6 家
网络媒体展播。
2018 年 12 月 26 日，总会事业
发展中心、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联合

召开大型媒体行动新闻发布会，
公
布展播成果及获奖者名单。截至
12 月 19 日，30 位优秀养老护年理
员代表共获得总点赞数 799 万。
据悉，
目前我国共有半失能老
人 4063 万人，按照国际标准，失能
老人的照护比应为 3∶1，即每三位
失能老人至少需要配备一名养老
护理员。但事实上，
我国拥有认证
资格的在岗养老护理员不足 40 万
人，
且普遍工作强度大，
脏、苦、累，
工资待遇也处于较低水平。
“这不仅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正
比的问题，
也是养老护理业没有得
到社会认同和尊重的表现。”总会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江丹表示，
此次
“守护夕阳”活动，
就是为了让更多
人看到养老护理员的职业现状、职
业素养和职业情操，
唤起全社会对
养老护理职业的关注和尊重，
提高
养老护理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职
业荣耀，
助推养老服务队伍建设。

湖北红会召开六届八次理事会
本报讯 （涂文涛）2018 年 12
月 27 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召开第
六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副省长赵
海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根据省委
提名，
会议选举赵海山担任湖北省
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赵海山充分肯定了一年来全省
红十字会系统所做的工作。他强
调，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要坚定不移
地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坚持党的
领导，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更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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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地把红十字会工作置于党委和政
府工作大局之中；
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组织开展好
“救在身边”
“博爱送万家”
“扶助一
老一小”
等品牌活动，
助力全省打好
脱贫攻坚战；
要继续推进改革创新，
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红十字会工作
的新机制、
新方法；
要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
完善监督体系，
切实增强发展
活力和公信力，
努力开创全省红十
字事业发展新局面。

战略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