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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岁的大学生刘涛（化名）
和年仅 7 岁的女孩莹莹（化名）
于本月 2 日不幸因病去世，他们
的亲属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器官捐献。

自 2010 年 3 月我国启动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
来，截至今年 3 月 28 日，我国已
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达 1.65 万例，捐献器官近 4.65 万
个，4.6 万余人重获生命。

让我们呼喊你们的名字

“他们在最美的年纪凋零，我
们明白，这不是凋零，而是另一种
绽放。清明节，让我们呼喊你们的
名字，为你们祈福！ ”为了表达对
刘涛和莹莹的追思， 安徽省红十
字会的官方微信上这样写道。

据记者了解，仅在今年清明
节前一周，安徽省就有 4 名逝者
捐出了他们的器官。

“他的父亲是主动提出捐献
的。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事业拓展部部长颜理海介绍，
3 月 10 日，安徽大学大三学生刘
涛突发脑动脉瘤破裂，被紧急送
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抢救。 20 日，刘涛的父亲看到医

院ICU门口张贴的器官捐献公益
广告，随即找到医生，第一次提出
捐献意愿。 4月 1日晚，刘涛病情
再次加重，2 日上午，刘涛的父母
再次提出器官捐献的意愿， 并在
红十字会协调员的见证下办理了
相关的手续，2 日 15 时 30 分，刘
涛的双肾、肝脏和眼角膜被摘取。

灵璧农家女孩莹莹在三岁
半时被确诊为 I 型糖尿病。 虽然
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但病情却
一直未见好转。 4 月 1 日，在安徽
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莹莹病
情恶化，呼吸骤停并引起缺血缺
氧性脑病， 被医生确诊为脑死
亡。 家人伤心之余，莹莹的爷爷
却做出一个意外的决定：捐献孩
子的器官和角膜，挽救他人的生
命，让孩子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
延续下去。 近日，莹莹的肝脏和
肾脏已被移植给三位患者，她的
角膜也将让他人重见光明。

安徽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
协调员王剑锋介绍，因为正常衰
老或慢性疾病死亡的患者的器
官都已经衰竭， 不能用于移植。
所以器官移植者绝大多数是意
外事故或突发性疾病，他们的亲
属在骤然而至的沉重打击下，面
对还有心跳呼吸的患者，需要极

大的勇气才能做出捐献决定，甚
至有不少亲属主动提出捐献逝
者器官的，这种大爱令他们十分
感动和敬佩。

器官捐献手术非常庄重、肃
穆， 以示对捐献者的尊重和敬
意：手术之前，所有在场人员会
向捐献者鞠躬、默哀。 手术之后，
医务人员会精心整理逝者仪容，
在场人员再次向捐献者鞠躬、默
哀，最后再将遗体转交给家属。

传递“生命的礼物”

今年清明前夕，家住安徽长
丰县的李志特地赶去参加了一
场追思缅怀器官捐献者的活动。
原本身患尿毒症的他，去年五月
由于宣城市一名器官捐献者的
捐献而重获新生，经中国科大附
一院肾移植团队精心手术和治
疗后，目前已经正常上班。

“我不知道体内的肾脏来自
具体哪个人，只知道捐献者来自
安徽宣城，我非常想去看看他生
活过的地方。 ”李志说，面对这份
“生命的礼物”，他一直怀有感恩
的心。 2017 年 8 月，他的一个亲
戚因交通意外导致脑死亡，他和
整个家族在第一时间想到了捐

献器官。 在李志的劝说下，亲属
捐献了逝者的肝脏、一对肾脏和
一对角膜，又成功地挽救了 5 个
家庭。 2018 年 4 月，李志自己也
加入了器官捐献的队伍，成为中
国 器 官 移 植 发 展 基 金 会 第
289570 位器官捐献志愿者。

“由于器官捐献是‘双盲’
的，即受捐者和捐献者互相不知
道对方身份，受捐人往往也用实
际行动回报着这份大爱。 ”中科
大附一院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心
主任姚自勤说，越来越多的志愿
者参与其中，社会各界也有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和支持器官捐献
事业，不断上演着接力爱、分享
爱、延续爱的感人故事，使得越
来越多与死亡抗争的人能够获
得“生命的礼物”。

“你的生命与他人相融”

“你虽然走了，但是你生命
的一部分还活着， 与很多人相
融。 总让我感觉你还没有离开我
们，或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再相
见。 ”这是在今年清明节器官捐
献者缅怀诵读会上，安徽省首例
肺脏捐献者的姐姐毕庆香写给
妹妹的追思信。

4 月 2 日深夜， 莹莹爷爷在
手术室门口，抚摸着孙女稚嫩的
小脸， 不停地说：“不要怕啊，爷
爷送你走啊。 ”

“孩子还太小了，我们实在
是舍不得她什么也没留下，所以
把器官捐给别人，让她在别人身
上活着。 ”莹莹爷爷含着泪告诉
记者，他们最想知道的不是孩子
的器官捐给了谁，而是受捐者的
手术有没有成功，“如果移植成
功了，别人健康了，也算替孩子
积德， 让她下辈子没病没灾、快
快乐乐地生活。 ”

“这是很多捐献者亲属的心
声。 ”王剑锋说，很多捐献者亲属
都表示，虽然不知道器官是捐给
了具体哪个人，但是非常渴望了
解受捐者是否重获健康，体内的
器官是否正常运转。 对于他们来
说，仿佛亲人未曾走远，这是他
们悲痛之后最大的安慰。

“曾有捐献者的母亲收到红
会转交的女儿器官受体的心跳录
音和心电图，当场泪如雨下。 也
有受捐人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回
报社会，去世后又捐出了角膜。 ”
王剑锋说，“这不仅代表着生命之
光未曾熄灭， 也代表着大爱精神
的传递。 ” （据新华社）

器官捐献者：他们从未远去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目前，我国拥有 1372 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1042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1986 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1229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
念下的保护工作至今已走过了
17 个年头,以 2001 年 5 月昆曲艺
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为重要时间节点。 在这十多年的
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
始关注非遗保护，其中包括企业
和公益组织。 例如，今年年初，唯
品会推出的互联网+非遗+扶贫
项目“非遗万物立春公益专场”
和百度基金会提倡的用 AI 为非
遗“圈粉”等。

而在企业和公益组织之外，
作为高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也
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

3 月下旬， 在清华大学雪花
秀非遗保护基金签约仪式召开
之前，《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苏丹教授，
试图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案
例， 解读高校如何选择合作企
业、项目，从而更好地做好非遗
保护工作。

《公益时报 》：据了解 ，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在近几年开始与
企业合作参与公益，那么清华大
学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是什么？

对公益项目又有怎样的考量？
苏丹：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

时是非常谨慎的，首先要求合作
伙伴不要带有过多商业目的，这
是一个前提，毕竟这种公益性的
合作不是为企业服务的。 除此之
外会选择和大一些、公信力比较
好、历史文化较长的企业发展合
作，因为这样的企业不会在和院
校的合作中计较经济上的得失，
有些处在创业阶段或者原始积
累阶段的企业出现这种问题的
可能性会多一些。 最后，要了解
企业的合作战略，在以往合作中
关注的领域、参与模式等，最重
要的是企业文化要和我们的合
作项目关联密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选择
合作项目上， 主要注重两方面：
1、要有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2、
要有意义，这不同于价值所涵盖
的技术和学术问题。 意义和责任
相关，要通过公益项目让全社会
看到希望。

《公益时报》：你认为在非遗
保护的历史长河中，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如何
更好地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苏丹 ：在中国，涉及工艺美
术学科最全的只有我们学院，在
全世界也一样。 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于 1956 年建院， 当时周恩来
总理向美术学院抽调了四种力
量，其中包括传统的美术学院建
筑方面的专家和来自民间的“手
艺人”这两种力量，手艺人包括
泥人张、面人汤等，这说明我们

是存在于民间的。
我们学院的倡导理念是服

务社会， 对民间文化进行收集、
整理、 提升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所以，在非遗保护方面，我们是
从 1956 年就开始做的。

近几年，国家在非遗保护方
面做了很多努力，在这过程中发
现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收获了
经验。 目前，存在的最显著的问
题就是过多地去强调扶持非遗
文化，不断为其输血，而忽略了
与时俱进， 这会导致一定的惰
性。 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生命
的个体，文化现象也是生命的个
体， 需要在不同的环境里去嫁
接，吸纳新的营养，融入到新的
生活方式里。 如果做不到这步，
就全是僵化的、呆滞的、和今天
生活脱节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很
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习俗和工
艺， 要和现在的生活发生关联，
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文化被动
的保护下来，只可以称之为“木
乃伊”文化。

在国家新的发展阶段，开始
注重民族文化的振兴，我觉得机
构、院校甚至是一些商家应该承
接文化保护的责任，作为高校的
我们，通过完整的技术、支撑体
系和理念， 促进文明的积淀、传
承和发展。

《公益时报 》：近几年 ，随着
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注重
科学技术， 而忽略传统文化，你
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苏丹 ： 年轻人总是往未来

看，通过细节就会发现，让像我
这个年龄的人找一张小学、幼儿
园时候的照片或者用过的东西
都很难了。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是快速
发展的阶段，不断展望未来更美
好的生活。 这使得人们对过去的
东西有点不珍惜了，但所有的发
展到一个阶段都会遇到瓶颈，文
化的发展更是这样，当你在物质
上做好所有准备的时候，就会开
始思考文化的原点在哪里？ 这
时，就会有失落感、空虚感，开始
不断向传统回望。

塑造社会不能只靠技术发展
支撑， 有的时候也需要另一条线
的牵引， 这条线就是回到历史的
创造力，不断思考我们文化的根，
这条根犹如牵引风筝的线， 不管
风筝飘的再高，都需要线的牵引，

一旦线断了就会很快坠落。
《公益时报》：学院在非遗文

化传承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苏丹：我们学院一直在做非

遗保护方面的工作，努力为非遗
传承提供新思路。 传承首先要做
的就是研究，作为传统工艺与材
料研究文化部重点实验室，我们
通过清华大学材料和科学资源
的支持、仪器的分析，用科技的
手段，科学分析的方法，对文物
进行鉴定和研究；第二是对国家
非遗传承人进行培育，让他们拥
有现代的意识， 提高美学修养；
第三，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形
成国家政策性的建设，从国家来
讲， 怎么更好地保护非遗文化，
这需要通过我们的调研，形成理
论上的建树，从而影响国家相关
的政策。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苏丹：

非遗传承，必须要摒弃“木乃伊”文化

3 月 22 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苏丹（左）出席清华大学雪
花秀保护基金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