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属罕见 一届红会两度换帅
赵白鸽提前卸任常务副会长，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徐科拟接棒

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网
上炫富，并在自己的实名认证微
博中标注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
商业总经理”。郭美美称，其所在
的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
简称“红十字商会”(后经证实为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简称“商
红会”)。

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曾于当年7月发表声明称，将
邀请审计机构对商红会成立以来
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并商请中
国商业联合会成立调查组，调查
媒体所反映的商红会运作方式问
题。

这一风波愈演愈烈，重挫红
会形象。

59岁的女灭火队长

2011年9月，时任国家人口计
生委副主任的赵白鸽调任中国红
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时年59岁的
赵 白 鸽 由 此 被 网 友 冠 以 新 名
号———“灭火队长”。

当年11月5日，在搜狐企业家
论坛上，赵白鸽作为嘉宾出席并
作了“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
的祸？”的主题演讲。

发言没几分钟，赵白鸽就主
动提及“郭美美事件”，并表态“要
深刻地反思”。她回忆着红十字会
作为“百年老店”的荣耀，同时也
坚定表态，红十字会需要监督，需
要改革。

“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
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
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
我很震撼，也在深思。”赵白鸽说，
红十字会百年历史的背后，是无
穷的人道主义精神。

露面必被问郭美美

2011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
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红
十字在行动报告会在京召开。

在报告会上，赵白鸽坦言，受

郭美美事件影响，当年的个人捐
赠额非常少。

也就在这个报告会上，赵白
鸽再度谈及郭美美事件：“这个事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红会批准了
一个商业红会，商业红会在没有
投一分钱的情况下，自己去找企
业，结果找来个王鼎公司，王鼎公
司有一个王军，郭美美和王军不
知道是什么关系，王军给她买了
车、买了包。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赵白鸽说，目前针对商业红
会的审计报告已经出来，但报告
怎么公布、什么时候公布，内部还
存在争议，“我们会选择合适的时
机公布”。她同时强调，郭美美事
件和红会没有直接关系。

就在社会以为郭美美事件逐
渐明朗的时候，上述报告会结束
后，赵白鸽接受采访时称：“前段
时间在国际上开会，我以为郭美
美事件会成为全场的焦点，我们
在几次座谈会中把这个事一说，
结果外国人说这是个根本就没有
任何证据的故事啊。他们讲，加拿
大红会因为输血的问题导致将近
2万人感染艾滋病，加拿大红会把
大楼卖了赔偿，但10年过去了，加
拿大红会现在是非常强大的红会
组织。”

这个回答再度引发网民的不
满。直到2013年4月底，在有赵白
鸽出席的多次新闻发布会上，她
都会被问及与“郭美美事件”有关
的问题。

2014年8月20日，郭美美因涉
嫌开设赌场罪被批捕，并在央视
节目中身穿囚服说明当初的炫富
事件，赵白鸽与郭美美事件的三
年缠斗才终于告一段落。

力图挽救红会形象

赵白鸽任职红会3年来，很大
一部分精力都花费在挽救中国红
十字会的形象方面。

郭美美事件后，红会遭遇了
各种公信力危机事件：部分中小

学要求学生加入校红十字会并缴
纳会费；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红十
字会医院护士将一名活着的男婴
当死婴处置；成都市红十字会募
捐箱多年未取致善款发霉长毛；
红十字会冠名医院发生医疗事
故；红十字会相关项目基金存在
监管漏洞……事件的传播速度，
公众的骂声，让赵白鸽感到：这些
引爆点，随时都可能演变成“郭美
美后续”。

“想当官做老爷的，不要来红
会！”这是赵白鸽在公开场合说过
很多次的话。

赵白鸽坦言红会多年来的官
僚化，她本人也做过多年副部级
官员。在红会工作期间，她想把红
会从官化形象中“打捞”出来，赋
予其人道主义社会组织的形象。
面对郭美美事件后，仍出现的多
起公信力危机事件，赵白鸽做了
一些新尝试。她辗转找到爆料人
或媒体记者的电话，一一打电话
过去，亲自向其解释事件原委。

难产的整顿时间表

2013年2月5日的一次座谈会
上，赵白鸽梳理2012年四个公信
力危机事件的应对时，一位记者
当场“炮轰”：成都募捐箱事件后，
你们就说要开展募捐箱的清理和
整顿，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为何
迟迟没有结果。你们总是说做了
很多事，但在公众关切的热点事
件上，实实在在地做出改变来，大
家才能信服。否则，别总诉苦。

赵白鸽当场显得很尴尬。在
全部发言结束后，赵白鸽表示，接
受刚才那位媒体人的批评，全盘
接受。但她依然没有给出整顿的
时间表。

2013年4月28日，中国红十字
会召开四川省芦山“4·20”7 . 0级
强烈地震救灾工作新闻发布会。
会上，赵白鸽说：“如果两到三年，
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
话，我主动请求辞职！”

剑桥博士赵白鸽
还是美国博士后

赵白鸽，1952年出生于上海，籍
贯河北。1968年，到江西万安县插
队。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
江西医学院学习。1978年毕业后留
校工作，同年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学习结束后分配到
上海计生科研所从事科研工作。

1982年起，在上海市科委业务三
处任副处长。198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
学习并获得生物医学博士学位，1989
年回国后任上海计生科研所所长。

1992年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完
成博士后学习，1995年出任科技部生
命科技发展中心(美国)办事处主任。

1998年回国工作，担任国家计
生委党组成员、科技司司长、国际合
作司司长等职。

2003年出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副
主任，2010年3月起任国家人口计生
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2011年10月起任中国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2013年11月当选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这是中
国红会领导人继上世纪80年代后第
二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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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硕士徐科
曾当过插队知青

比赵白鸽小4岁，徐科同样出身
于医学专业，同样起步于插队知青，
也同样长期在卫生计生系统工作。

徐科，1956年7月生人，白求恩
医科大学医疗系医疗专业毕业，北
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1974年6月在吉林省九台县龙家堡
公社插队，两年半后调入九台县委办公
室工作；1977年4月，调入长春市委办公
室工作。1978年10月，进入白求恩医科
大学医疗系学习。1983年8月毕业后在
吉林省卫生厅人事处任干事、副处长。

1990年9月任长春市南关区副
区长，两年后回到吉林省卫生厅任
副厅长。2001年6月调入卫生部工作，
先后担任至疾病控制司(全国爱卫
办)副司长、卫生监督中心主任、农村
卫生管理司司长和人事司司长。

2012年5月出任卫生部副部长，
2013年4月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

本版稿件综合《人民日报》、央
视、中新社、澎湃新闻、《新京报》、

《京华时报》等报道

本报综合消息 62岁的赵白鸽卸
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
任徐科被提名为常务副会长人选。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召开干
部大会，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中
国红十字会主要负责同志任免决定，
赵白鸽不再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职务。

据悉，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赵白鸽
将继续参与国家外事和国际红十字运
动相关工作。

成立于190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
是中国人道事业的重要力量。2011年6
月，“郭美美事件”发生以后，这一“百
年老店”屡陷舆论风波。面对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的质疑浪潮，同年9月走马上
任的赵白鸽可谓如履薄冰，持续备受
关注。

与此次任免消息一道，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9月2日发布的消息称，“三年
来，中国红十字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这与赵白鸽的辛勤努力和扎实工
作是离不开的。”

本届理事会第二度换帅

赵白鸽此前担任的中国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一职，已明确由徐科接任。现
年58岁的徐科，此前亦是国家卫计委
党组成员。如无意外，徐科将成为中国
红十字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的第三位
常务副会长，此前担任这一职务的分
别是赵白鸽、王伟。

赵白鸽卸任是本届中国红十字会
理事会成立近五年以来，出现的第二
次重大人事调整；在最近五届红十字
会中只有本届常务理事会发生过主要
领导调整。

按照惯例，今年十月，中国红十字
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每五年一
次的换届，赵白鸽任职到本届红会理
事会结束只有一个多月，但她没能坚
持到换届。她被提前免职也宣告，这位
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再无机会争取下届
连任。

2011年10月，时任国家计生委副
主任的赵白鸽，从60岁的王伟手中接
过红会常务副会长一职。此时，王伟担
任该职不过刚两年时间。

前四届领导均完成任期

2009年9月，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王
伟调往红会担任党组书记。一个月后，
红会完成换届，他成为本届红会第一
位常务副会长。2010年6月，“郭美美事
件”令红会备受质疑，深陷舆论风暴的
王伟在四个月后被免去职务，改任副
会长，且为兼任。他是最近五届红会历
史上，第一位提前结束任期的常务副
会长。

从1994年开始，红会每五年例行召
开一次全国大会换届。1994年成立的第
六届红会，其常务副会长是原卫生部副
部长顾英奇，他也是第五届红会的常务
副会长。1999年，他将接力棒交给原卫
生部人事司司长王立忠。五年后，原国
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江亦曼接任，
到2009年10月她交接给王伟。

中国红十字会最早可上溯到1907
年的大清红十字会，1949年以后每届
届期并不固定，从1979年第三届红十
字会开始，每届为4年-6年。从1994年
开始，固定每五年召开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选出新一届理事会，而常务理事
会是日常办事机构，常务副会长主持
日常工作。最近四届以来，中国红十字
会名誉主席均为时任国家主席。

与郭美美事件缠斗三年
如今炫富女主角被批捕，赵白鸽红会岁月也告一段落

赵白鸽在红会工作的近三年时间，始终躲不过郭美美事件。 资料片

徐科长期在卫生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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