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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捐献大器官突破 4.8 万个
继去年全国开展“中国器官

捐献日” 宣教活动后，2018 年 6
月 11 日，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继续联合各界举办“中国器
官捐献日”系列宣教活动，来自
国内 39 个城市的 70 家医院积极
参与其中，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
“公民器官捐献”公众宣教活动。

据了解，自中国禁止通过司
法途径获得死囚器官后 ，从
2015 年开始中国全面开启公民
器官捐赠，中国公民逝后自愿器
官捐赠数量逐年增长，器官捐献
数量列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器官缺口仍巨大

自 2015 年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
唯一合法来源以来，公民器官捐
献事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社
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通过 3 年
不断努力，带有中国特色的器官
捐献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数据显示，2015 年， 我国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为 2766 例，
2016 年达到 4080 例。 2017 年达
到 5148 例， 捐献量列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 截至 2018 年 4 月，中
国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 17085 例， 捐献大器官突破
4.8 万个。 当生命不可挽救时，自
愿、无偿捐献器官，让生命以另
外一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

虽然器官捐献事业发展迅
速， 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患
者数量庞大，器官严重短缺的问
题依然存在， 与发达国家相比，
器官捐赠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大
差距。 目前中国每年约有 30 万
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
的患者， 但仅有 1.6 万多人有机
会获得器官移植。

据北京朝阳医院 OPO（器官
获取组织） 办公室主任善辉介
绍，我国公民器官捐献严重不足
的原因，有思想观念、传统文化、
捐献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当然，
对于器官捐赠的宣传还不够，也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 今年
器官捐献日活动的主题是“器
官捐献，我愿意”，还首次启动
了线上参与平台， 在器官捐献
日当天，《器官捐献，我愿意》同
名微电影在社交媒体上启动，
并同时点燃线上爱心传递活
动， 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登记
成为志愿者的流程和捐献的意
义。 普通公众除了可以参与在
各个活动医院举办的现场活动
外，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通
过微信、 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
参与支持公民器官捐献。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黄洁夫教授表示，希望有
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支持中国

公民器官捐赠的倡导工作，让更
多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看
到生的希望。
10 秒钟完成器官捐献登记

很多市民在志愿者的介
绍下，打开手机里的支付宝，
不到 10 秒钟，一键就完成了
公民器官捐献的登记注册。
据介绍，自 2016 年底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管理的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网站开通支付宝“一键登记”
通道以来，已经有超过 30 万
人登记注册为器官捐献志愿
者。 在我国进行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 只是一种个人意愿
与爱心的表达。 而真正需要

完成器官捐献，不仅需要符合一
定的医学、伦理条件，还必须经
过家人的书面同意才能完成。 但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会坚定家
属同意在其逝后器官捐献的决
心。

在活动现场，有很多身着蓝
色马甲的志愿者为市民进行器
官捐献宣传工作。 据了解，他们
都是来自上海罗氏制药的员工
志愿者，这也是罗氏连续两年参
与并支持全国器官捐献日的活
动。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虹表示，“秉承先患者之需
而行”的理念，罗氏多年来一直
支持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公司内
部不仅连续几年举办了器官捐
献的公益宣传活动，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200 名的员工主动注
册登记成为器官捐赠志愿者，希
望通过共同努力，让更多生命完
成阳光下的接力。 （徐辉）

2018 年 6 月 9 日， 由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
红基会”）主办的“2018 爱的行
走·最美滨江———保护生态环
境倡导健康生活公益健走嘉年
华” 活动在杭州市滨江区樱花
大道举行。 中国红基会副理事
长刘选国， 浙江省红十字会党
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黄元龙，杭
州市滨江区有关领导和 1000
多名健走爱好者共同参加了
5.8 公里的健走活动。

此次健走活动通过多种互
动形式吸引了不同群体的关注
和参与。 活动现场举办了涂鸦
彩绘、 儿童跳蚤义卖市场、cos－
play 表演、爱心企业义卖等多种
活动，启步仪式还融入了“快快
活力橙”健身操、阿尔法机器人
表演等环节。 现场，著名书法家
徐双喜书写了长达 10 米的“爱
的行走红满浙江” 巨型书法作
品， 杭州上城区爱馨互助会的
孩子们为活动表演了非洲鼓舞
表演。

本次活动由中国红基会主
办，浙江省红十字会、杭州市红
十字会支持，滨江区红十字会、
杭州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管理委
员会协办， 中懿文澜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文澜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 杭州宝仑会议服务
有限公司策划并承办。

活动以“环境与健康”为主

题， 在杭州滨江钱塘江畔的樱
花大道（闻涛路）举行，旨在让
参与者通过爱心健走活动，让
身心回归自然， 营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和谐氛围， 以最美姿态
展现“国际滨”的魅力风采。

现场， 中懿文澜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向中国红基会捐赠 10
万元，用于支持开展本次活动。
中国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接
受捐赠并为该公司董事长何宝
成颁发了捐赠证书。 此外，本次
活动所筹善款将用于支持滨江
区 红 十 字会 开展“让 爱 微
笑———2018 贵州山区唇腭裂儿
童康复计划”公益活动，计划救
助 10 名患儿。

据了解， 中国红基会行者

基金是 2007 年 3 月设立的我
国第一个资助公益健走活动的
专项基金， 其目的是让健康的
人带动更多人走向健康， 让更
多人在获得健康的快乐中奉献
爱心。 十年来，该基金在全国城
市累计资助举办了十多场大型
健走活动， 共有近十万人参与
其中，如北京“与奥运同行———
5·12‘爱的行走’大型公益健走
活动”、“爱的行走”———世界艾
滋病日长城公益健走活动、“粉
红丝带心系你我———2008‘爱
的行走’”，“爱的行走———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公益健走活动”、
“爱的行走·美丽千岛湖” 保护
生态环境公益活动等。

（皮磊）

中国红基会 2018“爱的行走”
公益健走嘉年华在杭州举行

2018 年 6 月 9 日下午，2018
年“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
动” 第二届“食品安全 共同守
护”高峰论坛在北京丰台区青少
年剧场举办。 爱心大使孙楠、周
一围、朱丹夫妇、儿童心理教育
专家雷明以及行业组织、专家学
者等共聚论坛，号召全社会共同
关注儿童食品安全问题。

作为“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
行动”爱心企业，好丽友食品有限
公司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邀请
参加此次活动， 并被授予 2016-
2018年突出贡献企业奖项。

关爱少年儿童是全社会共
同的责任

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中国
营养保健食品协会联合主办，以
儿童食品安全和食育为主题的大
型教育类公益项目。 自 2016年 6
月启动以来， 行动已跨越 9 座城
市，受益人数达 30万余人。

本次论坛围绕新“互联网+”
时代的主题，探讨互联网生活方
式对婴幼儿食品安全和科学养
育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号召
全社会共同关注儿童食品安全。

周一围、朱丹夫妇，音乐人
孙楠被授予“全国儿童食品安全
守护行动”爱心大使称号，他们
表示将通过自身力量带动更多
人， 共同守护儿童舌尖上的安

全。 由孙楠和女儿爱宝共同演唱
的新版《洗手歌》，也作为“全国
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项目主
题曲正式发布。

“好丽友好朋友”一直在行动

作为国内知名休闲食品生
产企业， 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
普及儿童食品安全知识一直是
好丽友践行社会责任的核心目
标。 2012 年好丽友启动全国儿童
关爱计划，开设了好丽友食品安
全知识小课堂， 并援建未来空
间、想象力课堂、多媒体教室、爱
心厨房等多样化平台，帮助数以
千计的孩子树立了科学的食品
安全意识。

2017 年 5 月，好丽友同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达成战略合作。
双方共同举办 1 场“食品安全，
共同守护”主题论坛、6 场儿童食
品安全移动体验营、1 场小记者
工厂开放活动并发放 8000 本食
品安全主题漫画书，把食品安全
知识传递到了更多的社区、学校
和家庭。

今年，好丽友与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再度携手， 计划建立
20 所试点学校、 开展 10 场食品
安全移动体验营活动、 捐赠 20
个儿童食品安全学校资源包、发
放 10000 册原创食品安全主题
漫画书，预计受益人数将达 9 万
余人。 （王勇）

“食品安全 共同守护”高峰论坛在京举办

好丽友获突出贡献企业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