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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达

接到来自红十字会的电话，年
轻男孩王超却当成诈骗电话调侃了
一番，等到朋友提醒，他才回过神
来：“我中奖了！”

10 月 4 日，以真人真事为依据
创作的现代都市公益话剧《髓愿》在
上海首演。该剧由上海市红十字会
出品、国家一级导演周小倩执导、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演绎，通过一条主
线、十个人物和三段故事，深深感染
了现场观众。当晚，即有数十名青
年现场挽起衣袖，报名登记成为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将捐献者故事搬上话剧舞台，是
上海市红十字会创新宣传方式，深层
次结合城市青年群体需求推动造血
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的又一尝试。
近年来，上海市红十字会加强与市团
委、市志愿者协会、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等机构合作，积极发展战略合作伙
伴，新发展入库志愿者日趋年轻化。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现捐献 472
例，其中超过三分之二为35岁以下
青年，充分展示了上海国际大都市青
年的使命、担当与作为。

把捐献故事搬上话剧舞台

“我走访了很多志愿者，从他们
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特别触动我的东
西，就是他们眼神里的纯净和热情，
这是真正的大爱。”编剧李然说。

为期一年多的剧本撰写期，李然
走访了数十位成功捐献者和志愿者，
其笔下男女主角王超、杨丹妮的捐献

故事，均取材于真实事件。
话剧中，王超因捐献遭遇家人

误解，得到二次捐献者杨丹妮的鼓
励和帮助，并因此收获了一段美好
姻缘，其原型就来源于上海市第
318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医务工
作者冯琳。

2001年，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冯
琳，加入上海市红十字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俱乐部时年仅 25 岁。
其后，冯琳在俱乐部结识了同为志
愿者的男友，并于 2005年在俱乐部
好友的祝福中，与男友成婚，并诞下
一对双胞胎，生活幸福美满。

杨丹妮的二次捐献故事，则取
材自徐汇区康健街道公务员周超。

“我的父亲是一位肝硬化患者，曾接
受过肝移植手术，所以我们特别能
体会急盼造血干细胞供体的病患及
病患家属是什么心情。”周超说。

2006年，周超在不知名肝脏捐
献者的感染下，挽起衣袖加入中华
骨髓库。2012年，他与一位远在北
京的15岁白血病患儿配型成功，并
为他实施捐献。两年后，患儿因免
疫力持续低下，需要进行淋巴细胞
移植，再次通过中华骨髓库向周超
提出救助申请。这一次，周超依然
毫不犹豫，再次为他捐献。

生命与爱是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主旋律，但其中也有波折与风雨。
编剧李然就为周超的捐献故事专门
设计了一段冲突。剧中，当王超回
到家中，告知父母捐献心愿时，遭到
了父母强烈反对，外公更是气得高
血压发作：“你个臭小子连女朋友都

没有，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这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有时

需要面对的困境，因为家人的不理
解、不了解，他们每迈出一步，都需
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导演周小倩
说，这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编演
这部话剧的初心，希望更多人能通
过这部话剧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
消除疑虑，伸出援手。

剧中，因为杨丹妮的现身说法，
王超的家人最终转变了态度，同意
王超捐献。现实里，周超比王超更
加幸运。他本想在捐献前瞒着父
母，想不到父母得知这一消息后，第
一时间给予他支持。“这是救人性命
的大好事，全家人支持你!”朴实的
父亲说。

把宣传动员做到青年心坎

话剧里的上海市红十字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俱乐部，见证了王
超和杨丹妮的爱情故事。而在现实
里，俱乐部里发生的故事更多、更丰
富、更让人倍感温暖。

1999 年 6 月，为动员更多适龄
青年加入中华骨髓库，提高有效库
容量，上海市红十字会组织成立上
海市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俱乐部，成为全国第一个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服务团队。

20 年来，俱乐部发展会员 712
名，下设8个会员小组和1支专业宣
讲队，风雨无阻定期前往全市爱心
献血屋开展志愿服务，对即将入院
进行采集的志愿者提供服务和心理
疏导，赴高校开展大学生入库动员

巡讲，定期组织志愿者沙龙，使大多
数志愿者在等待阶段始终保持捐献
意愿。截至目前，俱乐部累计服务
人数已超过20万人。

2001 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员
会、上海市红十字会强强联合，合作
开展“为了生命的希望工程——上
海青年骨髓捐献志愿者行动”，通过
各委办局、行业团组织渠道，在宣
传、动员、征募环节中发挥团组织优
势，吸引更多上海青年加入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列。团市委还为
上海市 40 周岁以下捐献者全部授
予“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和其他多
项奖项。每年的上海青年公益节、
上海青年风尚节等大型活动，也都
预留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展位，在
青年群体中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微信是当代青年的主要社交工
具，2015年，上海市红十字会率先开
通微信报名通道，结合前期试行推广
的口腔黏膜采样方式，大幅提升青年
群体的入库意愿和便捷性，吸引众多
青年参与。2019年，中华骨髓库对全
国入库志愿捐献者进行捐献意愿同意
率抽样质控随访，数据结果显示，上海
口腔样本捐献同意率为100%。

“作为立足时代前沿的国际大
都市，创新和开放是上海的基因，也
是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基因。”上海市
红十字会信息传播部部长刘贵朝表
示，将继续发挥优势，先试先行，进
一步用好抖音、头条等新媒体平台，
积极融合区块链、社群、IP 等新理
念、新思路，广泛动员更多青年群体
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

与“强国一代”同频共振
——上海市红十字会创新宣传方式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深入青年群体侧记

本报讯 （宗红）9 月 30 日上
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隆重举行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升
国旗仪式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中国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
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
党组成员、副会长尹德明，监事会
专职副监事长李立东参加活动。
党组成员王海京主持。

9 时整，总会机关楼前，全体
人员整齐列队，鲜花和标语把现场
气氛烘托得喜庆而庄严。3 名旗
手护卫着五星红旗，迈着铿锵步
伐，阔步走向旗杆。伴随着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在场的每一个人肃立行注目
礼，齐唱国歌，汇聚起爱国奋斗的
磅礴力量。

升旗仪式后，举行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70华诞座谈会。总会
4名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和3名青年
干部代表一一发言，用自己的所见
所闻和亲身经历，回顾了新中国成
立70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
历程和红十字事业发展成就。最
后，全体人员合唱《我和我的祖
国》，深情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真挚
情感，对祖国 70 年来取得的伟大
历史成就的赞美。

国庆期间，总会还将举办“身
边的故事——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征文”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参
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等活动。

总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各直
属单位代表、离退休老干部代表约
100余人参加升旗仪式和座谈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本报讯 （于波）9月 27 日，青
海省红十字会召开《青海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
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颁布施
行暨信息化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

会上，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公保才让，省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袁玲，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孙林，省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副会长才让卓玛分别围绕
实施办法立法背景与过程、主要
内容与特色、近年来省红十字会
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及下一步贯
彻落实作了详细介绍，并就红十
字会公信力建设、信息化建设、志
愿服务和大病医疗救助等方面的
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实施后，
省人大常委会立即将修订实施办
法工作列入 2019年立法计划。修

订过程中，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省红十字会
强化沟通、形成共识，加强调研、
借鉴经验，开门立法、征求意见，
经过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实施办
法于 7月 31日经省第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成为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正式施行后，第三个出台
实施办法的省份。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共二十四
条，与 2002 年颁布施行的实施办
法相比，进一步明确了红十字会
的宗旨，拓展了职责范围，改革了
治理结构，加强了监管措施，增加
了法律责任，更具青海特色。

新华网、青海日报、青海电视
台、青海法制报、西海都市报、西
宁晚报、青海新闻网等媒体参加
发布会，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
书长马常德主持会议。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施行

本报讯（桂红）9月27日，广东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史先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冯国平在广
西梧州市共同签署《广东红十字会
广西红十字会共建“珠江——西江
流域”红十字水上安全线框架协
议》。梧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全桂寿，
梧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
市红十字会会长黄振饶等出席签约
仪式。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潘雪红主持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加强
两省区红十字会联络、协商和联
动机制建设；推动区域内红十字
人道救援工作的发展；共同加强
两省区红十字救援队间联系、联

训、联演和相关大型活动的联合
保障行动；推进“珠江——西江”
流域红十字水上安全线等。

该协议的签署，是广东、广西
两省区红十字会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 2019年 2月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充分
发挥广东、广西两地各级红十字
救援队，特别是红十字水上救援
队优势，更好服务于“珠江——西
江”流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
为区域内受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
影响的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及时
的人道服务的具体举措。

“珠江——西江”主流域城市
广州、佛山、肇庆、云浮和南宁、梧
州、贵港、百色市红十字会负责人
现场见证了协议签署。

“珠江——西江流域红十字水上安全线”框架协议签署

本报讯（苏红）9月26日，江苏
省应急管理厅与江苏省红十字会联
合印发《关于加强全省红十字救援队
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救援队建设三方面
重点目标：一是着力提升省级红十
字救援队建设规范化、专业化水
平。省红十字会将救援队建设纳
入2020-2025年工作规划，并积极
争取省财政、省应急管理等部门和
社会支持，加大红十字救援队伍投
入，明确工作职责、细化预案管理、
制定建设标准、配备专业装备、培
养队伍骨干、开展培训演练等方面
工作。建立赈济、医疗、心理、大众
卫生等四大类多支专业红十字救
援队伍，力争骨干力量达到 300人
以上，在全省发挥示范作用。

二是全面推进设区市红十字

救援队建设。各设区市红十字会
在建立一支稳定的红十字赈济救
援队伍基础上，打造1~2支精通业
务、运转高效、勇于担当的专业救
援队伍，力争每个设区市红十字救
援队骨干力量不少于100人。

三是有序推进县级红十字救
援队建设，要求县（市）和有条件的
市辖区红十字会，按照“一专多能”
的要求，建立一支综合性红十字救
援队伍，每支队伍有 20 人以上的
稳定骨干队员。全省逐步形成统
一领导、布局合理、协调有序、专兼
并存、优势互补、特色鲜明、保障有
力的红十字救援队伍体系。

意见还就健全组织体系和工
作机制、强化制度和培训演练、完
善保障和表扬激励机制等方面作
了明确要求。

江苏两部门联合发文推进红十字救援队建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
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总会报刊社承办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暨红十字青少年自救互救知识竞赛活动已圆满结
束。按照活动评奖办法，共评出单位组织奖一等奖492名、二等奖
460名、三等奖625名；个人组织奖一等奖20名、二等奖22名、三等奖
89名；竞赛个人一等奖40名、二等奖60名、三等奖100名。

现将获奖名单公布（排名不分先后，名单见二版、三版、四版），
希望获奖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为进一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红
十字会法》，促进自救互救知识在红十字志愿者和青少年中的普及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
2019年9月12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暨红十字青少年自救互救知识竞赛活动获奖单位及个人的通知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各地红十字会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天津：举办“十一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9 月 30 日，天津市红十字会组
织开展“学习贯彻中国红十字会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宣讲
报告会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主题活动”。市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吴庆云出席活
动并讲话。来自市、区两级红十字
会的专兼职干部、会员代表、志愿者
代表、社区工作者、爱心人士等 160
余人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是天津市红十字会组
建“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精神宣讲团”以来，组织
开展的首场宣讲活动。五位宣讲人
中，有刚刚载誉归来的全国红十字
系统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
也有参会代表，他们结合自身实际，
分享了自己与祖国共成长的深切感

受，讲述了参加第十一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的经历与参与红十字事业
的感人故事，积极为红十字事业发
展献计献策。

四川：举行“红十字青年说”演讲比赛

9 月 27 日，四川省红十字系统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红十字
青年说”演讲比赛决赛在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举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冉茂琴，成都信息工
程大学副校长何建新出席活动。

决赛现场，10名经过各市（州）
红十字会初赛和省级初评的优秀代
表选手，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和热情
的演讲，倾情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
红十字感人故事，展示了四川红十
字青年风采，讴歌了祖国70年光辉
历程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

此次活动由四川省红十字会主
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家庭与生活
报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承办。

甘肃：举办“讲好红十字故事”演讲比赛

9 月 27 日，甘肃省红十字系统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讲好红十
字故事”演讲和征文比赛决赛在兰
州大学拉开帷幕。省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专职副会长陈明，省文明办、
团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决赛现场，10 名选手紧扣“壮
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讲好红十字
故事”主题，结合本职工作,立足岗
位实际，以全省广大红十字人发扬
人道主义精神的真实故事为题材，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讲身边的
人、讲身边的事，展示了全省红十字
系统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爱岗敬业、
服务群众、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讴

歌了祖国70年光辉历程。

青海：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9 月 20 日，青海省红十字会举
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
动。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严金
海出席活动，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代表颁发优秀志愿者荣誉奖杯。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文艺汇
演的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华诞，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大屏幕滚动播放全省
36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先进事迹
和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
无偿献血宣传视频。来自省人民医
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青海红十字
医院等医院的义诊义治专家组为市
民进行健康知识宣传和诊疗服务。

那曲患儿赴京“补心”
10 月 9 日，西藏那曲地区 26

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抵达北京，
他们将在安贞医院接受专家会
诊，并择期进行免费手术。术前，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组织孩子们前
往全聚德展览馆参观，体验京味
文化。

今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北京安贞医
院，赴西藏那曲地区开展贫困先
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共计筛
查 300 余名儿童，其中符合手术
指征患儿 31 名。此次赴京治疗
的 26 名患儿中，年龄最小的 9 个
月，最大的19岁。爱心企业为活
动提供了145.7万元救助资金，中
国红基会配套支持54.3万元。

图为孩子们参观老北京特产
龙须糖制作工艺。 （付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