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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妈妈，我是您北京的女儿阳
阳，您好吗？我已经上三年级了
……”2019年 9月 20日，宁波市纪念
第 5 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
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志愿者王蔷
送上一幅从北京带来的儿童画，看着
用稚嫩字迹写给她的信时，她忍不住
洒泪现场。

9月 21日是第 5个“世界骨髓捐
献者日”，20日这天，宁波几十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欢聚一堂，分享自
己作为志愿者的快乐和收获。

“2017年7月4日，我在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时候，还看过孩子的照片。”
王蔷说，当时阳阳在病中，剃着光头，
住在隔离舱里，没想到现在这么大
了，头发这么长了。看到自己帮助过
的孩子现在活泼可爱，能参加各种运
动，王蔷十分激动。阳阳给王蔷画的
是一幅全家团圆的画，寓意感谢王妈

妈的无私奉献，让他们拥有了一个温
暖幸福的家。

宁波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起
步于 2003年。目前全市有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上万人，捐献造血干细胞95
例，其中两次捐献 3 人，涉外捐献 2
人。这项工作一直居全省前列，还获
评第三届“浙江慈善奖”。

从第1例到第95例，每一位捐献
者身上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他们
将宝贵的“生命种子”无偿捐献给受
病痛煎熬的陌生人，给他们以新生的
希望。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红十
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传递着社
会正能量。

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到底有
没有伤害？来自镇海的孙卫 2014年
2月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去年，他和
妻子有了可爱的宝宝，志愿者们戏称
为“髓二代”。在宁波，像孙卫宝宝这
样的“髓二代”已经有 7个了，他们的
捐献的经历，力证了捐献造血干细胞
后无损捐献者的健康。

弘扬人道守初心 改革创新担使命

让人道主义阳光洒满宁波
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

书记郑栅洁在宁波市红十字会第
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上强调，
全市各级红十字组织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红十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发展道路，自觉践行弘扬人道、保
护生命、维护尊严的初心和使命，
推动红十字工作更好融入市域治
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让人道主
义阳光洒满宁波。

3000余个

2019年春节，余姚四明社区党员
毛江琴为辖区环卫工人赠送价值 2
万元的羊毛衫；“银辉”志愿者黄建民
夫妻俩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在
获悉九寨沟地震后，90多岁的离休干
部毛保安第一时间赶到社区红十字
服务站，捐款 2000元；企业家熊百川
连续 3 年为余姚市“三献”志愿者代
表及捐献者（家属）提供感恩旅游活
动……

在余姚四明社区，红十字博爱家

园是一张名片，打通了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在宁波，像博爱家园
这样的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还有很
多。

这几年，宁波市红十字会改革有
序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巩固。在
全省率先开展村（社区）红十字服务
站建设，深入实施“红十字强基工
程”，余姚、鄞州红十字会作为首批省
级试点单位先试先行；鄞州区开展会
员网格化管理和参与社区治理试点；
在杭州湾新区率先成立全省首个产
业园区红十字会，海曙成立全市首家
楼宇红会、北仑成立首个行业红会；
宁海、镇海、鄞州等分别探索“大党
建、大联盟”“党建引领、网格服务”的
新路径……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乡镇（街
道）红十字会建会率 100%，村（社区）
红十字会建会率 91%，村（社区）红十
字服务站 2734 个，处于全省领先。
全市共有各类红十字基层组织 3202

个，团体会员734个，青少年会员42.4
万名，成人会员8.1万人。

宁波市以红十字文化传播及开
展人道法项目试点为重点，完善组织
网络体系，不断健全学校红十字工作
机制。目前，全市学校红十字会建会
率99.8%。规范红十字志愿服务管理
办法和积分制度，完善志愿服务管理
系统；深入开展项目化管理，主动融
入文明城市创建、“五水共治”等政府
中心工作，红十字志愿服务能力进一
步加强。据统计，全市现有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 142支，志愿者近万名。鄞
州春城社区入选全国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四个 100”先进典型，奉化红十
字志愿服务项目获 2019年宁波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铜奖。
北仑举办了国际青少年红十字文化
交流活动，来自世界 10 个国家的 64
名中外青年志愿者交流分享红十字
文化，架起了一座跨越国界的“红十
字之桥”。

宁波市红十字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认真依法履职尽责，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全市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多项
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3000余个红十字基层组织架起爱心桥

2019年8月，台州临海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受
灾严重。我市 7支红十字救援队奔赴救援，解救受
困群众 660多人，为保临海灾区平安贡献了宁波力
量。

这几年，宁波市红十字会的救援救助能力显著

增强，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面前展现自己的爱心力
量。而这 7支红十字救援队的爱心帮扶，只是众多
爱心奉献中的一部分。据介绍，全市现有各级各类
赈济、搜救、水上救援队 80余支，队员 1000余名，参
与救灾救援400余次，在遂昌山体滑坡、四川九寨沟
地震等灾害救援中发挥了作用。慈溪群狼公益救
援队获“浙江慈善奖”；象山水上救援队多年坚持开
展松兰山志愿巡岸活动，获得广泛赞誉。

携手市妇联、民建和医疗机构等共同打造“康
乃馨”“民建同心·留香基金”“白内障患者复明”等
救助项目，面向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救助；积极参与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累计支援款物3077万
元。宁波还探索互联网+筹资，研发全省红十字会
系统首个手机APP“博爱甬城”，结合“9.9”公益日，
联合当地媒体开展线上线下筹资助学。5年多来，
全市累计募集捐赠款物近 3亿元，受益群众 40万余
人次。63家捐赠单位和个人获省红十字功勋奖，公
牛集团获2018年中国红十字人道功勋奖。

95例 爱心捐献造血干细胞95例

2019年6月12日至13日，宁波市红十字应急救
护大赛举行，来自学校、社区、农村、企业、机关部门
等的70名红十字救护员参加比赛，展示了他们的急
救技能。

这几年，宁波市掀起了一股学习急救技能的社
会风尚。据统计，5 年多来，全市新增培训救护员
19.3万人，占户籍人口 3.2%；新增普及培训 116.7万

人次，占户籍人口 19.35%。“最美红十字救护员”团
体获“宁波慈善奖”。

市委、市政府对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给予高度
重视，四次将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列入宁波市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2019年，更是将“在公共场所配置
200 台 AED 与完成红十字公益性应急救护培训 20
万人”共同列入“公共应急救护服务工程”民生实事
项目。据了解，自2016年市红十字会设立AED救护
普及人道救助项目以来，通过社会募集资金、政府投
入等方式，全市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配
置了 468 台AED，并开展AED 操作技能培训，发布
全市AED电子地图并与市120指挥系统对接。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大力开展救护培训“五进”活
动。参加救护培训、学习急救技能，成为众多企事业
单位的共同需求。市电力系统自2008年起每3年对
一线电力工人进行救护员培训，每次受训1500人至
2000人；公安系统将救护员培训纳入公安民警警衔
晋升培训，通过3年一轮的培训，全市几乎所有晋升
警衔的民警取得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外贸企业将是
否参加救护知识培训作为评判企业优劣标准之一。

19.3万 新增培训救护员19.3万人

208例 实现人体器官捐献208例

“支持器官捐献，我愿意！”2019
年 6 月 11 日，第 3 个“中国器官捐献
日”，鄞州区“红色力量”慈善义工大
队 30名志愿者现场签署了器官捐献
志愿书，以实际行动呼吁更多社会爱
心人士参与器官捐献。

这几年，宁波市器官捐
献人数不断增多，2010 年 12
月 12 日，宁波市作为浙江省
3个试点城市之一，启动人体
器官捐献工作。2011年12月
13 日，黑龙江籍的来甬务工
者孙永海在亲属的帮助下完
成了人间大爱的传递——无
偿捐献双肾、肝脏和一对眼
角膜，成为宁波首例人体器
官捐献者。

从此，越来越多的宁波
爱心人士加入器官捐献行

列，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爱心接力
棒。

2012 年 实 现 器 官 捐 献 16 例 ，
2013 年 11 例，2014 年 25 例，2015 年
30例，2018年28例……截至目前，我
市器官捐献累计 208例。捐献者中，

年龄最小的才出生29天。
令人感动的是，越来越多的器官

捐献受益者恢复健康后，主动加入器
官、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市民翁先
生不幸患上爆发性肝炎，于 2008 年
接受肝移植。2016年，翁先生因胃癌
去世，去世前，他委托爱人到江北区
红十字会办理角膜捐献。他对爱人
说，当年因为爱心人士的肝脏移植给
他，才让他的生命又延续了这么多
年，如今他要用同样的方式将这种大
爱延续下去。

据了解，这几年还出现了一家人
一起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的感人场
景。2018 年 12 月，象山茅洋乡溪口
村村民蔡金会一家四口同签器官捐
献书；2019 年 1 月，鄞州张政挺一家
三代 6 口人同一天登记捐献角膜
……

今后五年，着力推进“六大建设”
宁波市红十字会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守
望“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守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
护人的尊严，守牢党和政府在
人道领域的助手与联系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凝聚宁波力量，展
现宁波大爱，注重“六大建设”，
为人道助力、为博爱添彩、为奉
献增辉，努力实现新时代宁波
红十字事业的新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
的建设。坚持和加强党对红十字
会改革的全面领导，按照市委市政
府印发的市红十字会改革实施方
案，推进本级改革落地落实，指导
协调各区县（市）红十字会改革。

夯实基层基础，大力实施
基层组织建设。扎实推进“红
十字强基工程”和会员规范化
管理，将红十字元素渗透到基

层末端，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以红十字服务站、博爱家园为载
体，推进红十字文化传播、应急救
护培训等进社区文明讲堂、农村

“文化礼堂”，努力打造群众身边
的红十字会。推动红十字青少年
工作深入校园文明，探索人道法
项目在全市所有中学稳步推进。

推进主责主业，大力优化载
体平台建设。主动融入政府应急
工作体系，开展救护大培训、技能
大比武，加强救援队伍建设，提高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普及率。推
动公共场所 AED 安放与智能管
理，推广CPR+AED救护普及计划，
加强与120急救中心平台合作，
倡导救护员现场施救。建设筹资
大平台，实现筹资格局社会化、多
元化，增加人道救助实力。

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提升人
道传播能力建设。大力宣传先进
典型和感人故事，唱响红十字之

歌，弘扬人道文化，实现宣传全
方位，推进全领域，借助全社
会，突出全行业，扩大红十字工
作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营造争先创优氛围，大力
开展工作品牌建设。对照先
进，拓宽思路，提升凝炼，将项
目进行品牌转化，落地实化，复
制孵化，合力推进项目建设品
牌化，打造全市统一、彰显特色
的红十字品牌。

整合社会资源，大力推进
规范化项目建设。吸引汇聚人
道资源，搭建服务社会公益平
台，实施打造“红十字生命相
髓”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关爱项
目、“红十字生命接力”遗体和
人体器官（角膜）捐献者家庭关
爱项目，推进器官捐献者子女
助学项目，持续推广AED救护
普及，全市公共场所每万人
AED配备率达1台。

3亿元 募集捐赠款物近3亿元，救助40万余人次

▲宁波市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现场

博爱家园，我们身边的红十字会

2019年宁波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

宁波市红十字会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志愿者和器官捐献协调员、志愿者等参
加九龙湖（宁波）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感谢捐献者·点亮国家标志”——宁波市纪念第五个“世界骨髓捐献者
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

本版图文由宁波市红十字会提供

宁波市红十字救援队奔赴台州临海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