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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人体角膜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人体捐献角膜分配原则（征求意见稿）》提出

角膜或器官捐献者亲属拥有分配优先权
本报讯 （宗合）6 月 17 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人体角膜
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人体捐献角膜分配原则（征
求意见稿）》等文件，公开向社会
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角膜或器
官捐献者亲属享有角膜分配优先
权，并强调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
不得在角膜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
角膜。
文件称，国家卫生健康委负
责全国人体捐献角膜获取与分配
监督管理工作。省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应当制订眼库设置规划，
对医疗机构设置眼库进行备案管
理，并加强监管。
人体捐献角膜分配应当符合
医疗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
的原则。等待者列入角膜移植等
待名单时，将获得一个医疗紧急
程度评级，移植医院应当在等待
者病情变化时及时更新相关医学
数据。角膜将按照眼库服务区域

内的角膜移植医院等待名单、省
（自治区、
直辖市）级等待名单、全
国等待名单 3 个层级逐级进行分
配与共享。
同时，角膜分配与共享过程
中应当避免角膜浪费，最大限度
增加等待者接受移植手术的机
会，提高角膜分配效率。保证角
膜分配与共享的公平性，减少因
生理、病理和地理上的差异造成
角膜分布不均的情况。角膜必须
通过角膜分配系统进行分配与共
享。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
在角膜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角
膜。
为鼓励角膜或器官捐献，同
一分配层级内符合以下条件的等
待者，在排序时将获得优先权：
公民逝世后角膜或器官捐献
者的直系亲属、配偶、三代以内旁
系血亲；登记成为中国人体角膜
或器官捐献志愿者 3 年以上；在
年龄因素上，12 岁及以下捐献者

的角膜优先分配给 12 岁及以下
等待者。
为避免浪费，对于符合以下
情形的捐献角膜开辟特殊通道：
因不可抗力导致捐献角膜无
法转运至分配目的地的；捐献角
膜已转运至分配目的地，但接受
者无法进行手术，再分配转运耗
时将超过角膜保存期限的；角膜
分配耗时已接近角膜保存时限
的。

新闻链接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情况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器官移
植制度保障。
2007 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
官移植条例》，标志着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进一步走上法
制化和规范化轨道。
在此基础上，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红十字会等部门着力
构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
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制度管理
体系，陆续颁布实施一系列相关
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落实法律
法规规定，
在人体器官捐献、获取
分配、移植临床服务、数据登记、
监管等各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完
善制度建设，
理顺工作机制。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八）》中明确将人体器
官买卖作为严重的刑事犯罪，为
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法
律保障。
保障公平公正，构建科学合
理的器官获取分配工作机制。
一是积极推动器官捐献。
2015 年以来，公民自愿捐献已成
为我国器官移植来源的唯一途
径。依托红十字会进行广泛的社
会宣传动员，
创新捐献动员举措，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二是规范器官获取。建立器

官获取组织，
明确工作机制，
形成
了兼顾脑死亡和循环死亡的器官
捐献标准，
规范器官获取流程。
三是公平分配器官。启用中
国人体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将
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
度等医学指标作为分配器官资源
的唯一准则，保障器官分配科学
透明公平公正。
加强质量管理，不断提升器
官移植技术水平。
建立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
化质控平台，
实现了从器官捐献、
获取、分配到移植的全过程可追
溯管理。
成立各大器官移植质控中
心，
开展器官移植质量控制，
将器
官移植质控纳入全国医疗质量控
制体系，
保障质量安全。
鼓励开展器官移植技术创
新，
不断提高器官移植质量，
推动
技术能力和水平健康可持续提
升。

本报讯 （长红）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长
乐区红十字会在胜德社区河滨公园开展世界
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南昌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南红）近日，由江西省南昌市
南昌县献血办主办，南昌县红十字会承办的
2020 年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在县文化会
展中心举行，全县共 40 余个单位 199 人参与
无偿献血，献血量达 5.239 万毫升，13 位献血
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龙岩市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龙红）近日，福建省龙岩市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60 多家文明单位的 197 名
代表参与无偿献血，
献血量达 65750 毫升。

我参与 我奉献
垫江县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锡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
市两级红十字会联合锡盟中心血
站、锡林浩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开展无偿献血暨捐献造血干
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为做好本次无偿献血暨血样
采集活动，盟、市红十字会通过微
信平台发布无偿献血、造血干细
胞捐献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志愿

捐献者动员、招募工作。
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嘉爱
爱心公益协会志愿者、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向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详细讲解造血干细胞捐献及无
偿献血的相关知识，并指导前来
捐献的志愿者填写信息登记表，
参加血样采集等，现场采集血样
48 份，27 人参加无偿献血，献血
总量 7800 毫升。

西城区护士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西红）近日，北京
市西城区 80 后护士小山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西城区第 20
例、北京市第 389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十几年来，小山每年都会参
加一两次无偿献血。一次，他在
电视上看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报
道后，深受感动，并于 2018 年 12

月加入中华骨髓库。
“听说配型成功挺难的，
我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与患者配型成
功，实在是太幸运了！”小山说，
“患者是一个小孩，
希望她早日康
复，健康成长，
坚强面对生活中的
一切。”
小山说，自己今后会一如既
往地参与各类爱心活动。

昆山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颜丹丹）近日，江
苏省昆山市医生小陈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昆山市第 64 位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欢送会上，小陈表示自己刚
“升级”当爸爸，随后又“升级”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能救人一命，
感到非常自豪。
1990 年 出 生 的 小 陈 在 昆 山
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他在入职
前的岗前培训中了解到造血干细

胞捐献事宜，申请加入中华骨髓
库。2019 年初，他接到了市红十
字会打来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
名患者配型成功，没有丝毫犹豫
就同意了捐献。
由于患者原因，此次捐献并
未成功。同年 11 月初，小陈第二
次接到配型成功的消息，他再次
表示：
“我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无损健康，可以给患者带去重生
的希望，何乐而不为？”

海陵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长乐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新生。
据悉，阜阳市造血干细胞捐
献救人行为及其捐献人纳入见义
勇为行为，
将由县（市、
区）见义勇
为相关组织严格按照相关组织章
程、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进行认
定。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举有利于进一步弘扬见义
勇为精神，
弘扬红十字精神。

锡林郭勒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邻红）近日，四川省广安市邻
水县红十字会联合广安市中心血站、邻水县
跑步协会、县蓝天应急救援队等单位和组织，
在县城开展
“安全血液拯救生命，
无偿献血大
爱无疆”健康跑宣传活动。
活动中，全县 96 名红十字志愿者手持
“献血，
让世界更健康”小标语，
通过跑步和徒
步的方式，
向沿街群众宣传
“三献”知识。
本次健康跑宣传活动行程 10 公里，发放
宣传资料 1860 份，张贴悬挂标语 9 幅，共制作
展板 8 块，接受群众咨询 950 人次，289 人参
与无偿献血，
21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杨玉明）近日，江苏省东台市
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成立。该服务
队队员均有多次献血经历，很多队员曾获无
偿献血奉献奖。

阜阳捐献造血干细胞纳入见义勇为表彰

献血爱心人士积极响应，44 人参
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 1.52 万
毫升。
3 年来，垫江县共有 19972 人
次 参 加 无 偿 献 血 ，献 血 总 量
33547.5 毫升。

邻水县开展健康跑宣传“三献”知识

东台成立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贾淑敏 何雅琴 ）
廊坊市已连续七届被授予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中心血站在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燕郊献
固安县组织开展机关团体无偿献
血屋和霸州采血班组分获“全国
血活动，共有 1419 人成功献血，
最美献血点”和
“全国优秀献血班
献血量达 53.6 万毫升。
组 ”荣 誉 称 号 。 2020 年 年 初 以
今年 1 月至 4 月，廊坊市共有
来，全市已有 23675 名市民参与
1.4277 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
献血，奉献爱心，
有效保障了全市
血总量 540.335 万毫升。
临床用血需求。

本报讯 （垫红）近日，重庆
市垫江县红十字会、垫江县卫生
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世界献血者
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 动 现场共 发 放 无 偿 献血
宣传资料 400 余份，近百名无偿

本报讯 （洪永林 叶煌友）近日，由江西
省九江市红十字会、市文明办、柴桑区红十字
会联合主办的“爱心传递、生命接力，器官捐
献——我愿意”公益宣传活动在柴桑区中华
贤母园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柴桑区红十字会签约志愿捐
献者宣读遗体器官捐献倡议书，为居民发放
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遗体器官捐献知识、日
常生活应急救护知识等宣传资料，并进行现
场宣讲。
截至目前，九江已实现 28 例器官捐献，
使 82 位器官衰竭者的生命得到延续。仅今
年年初至今，
就实现了 10 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胡肖露）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海陵区红十字会在区政府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 98 人参与献血，献血总量 2.94 万毫
升。

廊坊开展机关团体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宋萍）近日，安徽
省阜阳市红十字会、阜阳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联合下发通知，将造
血干细胞捐献救人行为及其捐献
人纳入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范
围。
近年来，阜阳市红十字会造
血干细胞采样入库 2000 余人次，
共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7
例，为 7 名重症血液病患者带去

九江举行器官捐献公益宣传活动

6 月 14 日是第 17 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天下午，上海
市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宣传无偿献血和造血干
细胞捐献知识。
（顾军）

爷爷和父亲是捐献者，
姑姑和叔叔是登记志愿者

遗体捐献者家庭的“爱心接力”
本报讯 （张驰川）近日，江
苏省镇江市 51 岁市民袁怀宏来
到市红十字会，
填写了《镇江市公
民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申请登
记表》，将登记捐献遗体作为送给
自己的特殊生日礼物。
30 多年前，袁怀宏还是镇江
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回忆当年，
他说：
“ 在解剖课上，我觉得遗体
捐献者特别伟大，医学事业的发
展离不开他们。”
袁怀宏如今是镇江飞亚轴承

有限责任公司人事部经理。虽然
没有从事医学事业，但父辈们移
风易俗、健康向上的丧葬观念，
让
他坚定了身后捐献遗体的决心。
“我们家庭条件并不差，
但我
爷爷一向反对丧事大操大办，他
生前告诉家人，不许土葬占用土
地，
要将他的骨灰撒到通扬河里。
爷爷去世后，我们遵从了他的意
愿。”袁怀宏说。
2019 年，袁怀宏的父亲填写
了捐献遗体登记表，
两个月后，
老

人离世捐出遗体。
袁怀宏的姑姑和叔叔也是遗
体捐献登记志愿者。
在长辈们言行影响下，袁怀
宏跟家人商量后，也填写了申请
表。
“ 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医生，但
我想为母校、为社会、为国家做一
点贡献。”
袁怀宏的儿子袁镇岚表示，
家人都很支持爸爸的决定：
“我生
在一个充满爱和奉献的家庭，我
为长辈们感到自豪。”

“希望我的生日也是他的‘生日’”
杭州 90 后法官助理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肖菁）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7 岁
的法官助理小蒋要去履行一个 8
年前的承诺。
8 年前，正在读大一的小蒋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今年 1 月的
一天，他接到当地红十字会的电
话，他的血样和一名白血病患者
配型成功，工作人员问他：
“ 你愿
意捐献吗？”
“我愿意！捐献背后是生的
希望，
我倍感光荣！”小蒋说。

小蒋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家的
父母，
原以为二老会反对，
不料父
母说：
“你做好事，
我们很支持！”
5 月底，捐献即将开始，小蒋
完成手头的工作后向领导请假。
问清原委后，领导夸赞他：
“ 小伙
子，
你这是做好事啊，
我们支持！”
午休时间，拱墅区法院一楼
大厅拉起了一个横幅，
上面写着：
热烈欢送小蒋同志赴省中医院捐
献造血干细胞。
同事们对他说：
“ 好样的，小

江干区红会举办捐献联谊会
本报讯 （王晨）近日，浙江
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牧歌》音乐
会现场，来了 20 位特殊的观众，
他们是杭州市江干区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代
表和优秀红十字志愿者代表。
作为 2020 年度江干区红十
字会首次捐献联谊会，区红十字

会为此次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工
作人员与每一个捐献家庭、每一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提前沟通，
详细告知了交通路线，还在活动
现场准备了口罩等防疫物资等候
大家到来。
遗体捐献者家属阮先生表
示：
“这次活动让我们再一次感受

伙子！”
拱墅区法院院长王美芳说：
“小蒋是个阳光、诚实、进取的男
孩，
他的举动难能可贵，
这种尊重
他人生命、敢于奉献自己的精神，
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社会好风气、传递司法正能量
的体现，
值得大家学习。”
进驻医院做捐献准备的当
天，恰好是小蒋的生日。他说：
“ 希 望 我 的 生 日 ，也 是 他 的‘ 生
日’
。”

到了红十字会大家庭的温暖，谢
谢你们！”
近期，江干区红十字会对全
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人体器官
（遗体、角膜）捐献者家庭进行集
中走访慰问，
进一步完善
“一户一
档”信息，
常态化关注关心捐献者
家庭成员生活工作情况，积极协
调解决捐献者家庭实际困难，将
党委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怀
及时送达捐献者家庭。

张掖裕固族志愿者捐献遗体
本报讯 （索芳）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 59 岁的裕固族老人
索国忠患病离世。遵照其遗愿，家人捐出他
的遗体和一对眼角膜。

柳河县开展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
本报讯 （赵石头）近日，吉林省通化市
柳河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入
库集中采集活动，共有 42 名志愿者采集血
样，
加入中华骨髓库。

惠济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惠红）近日，河南省郑州市惠
济区红十字会联合该区直属机关工委、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共青团惠济区委，
开展无偿
献血、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
共有 174 人参加无偿献血，共献血 63900 毫
升，
74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吴兴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吴红）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
兴区红十字会系统开展无偿献血系列宣传活
动。各乡镇街道红十字会积极组织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
道场乡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参与无偿献
血，并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50 人成功
献血，献血量达 1.62 万毫升，2 名志愿者加入
中华骨髓库。
朝阳街道红十字会无偿献血活动走进辖
区单位实华运输公司，这是吴兴区流动献血
车第一次开进工厂生产第一线，共有 13 位一
线工人参与献血，
献血量 3700 毫升。
织里镇红十字会在全镇 LED 电子屏上
滚动播放无偿献血口号，并在义皋村宣传无
偿献血知识。
妙西镇红十字会在文体中心广场举行无
偿献血活动。各村村民、机关干部及学校师
生、卫生院医护人员等积极响应。共有 135
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4.12 万毫升，2 名志愿
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埭溪镇红十字会结合应急救护员发证培
训，由讲师在课堂上向培训学员们宣传无偿
献血知识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八里店镇红十字会在前村社区街头发放
宣传品，宣传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
湖东街道红十字会通过 LED 显示屏向
公众宣传无偿献血无损健康相关知识。
吴兴区红十字会走进综合执法局，宣传
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
月河街道红十字会发动辖区群众前往市
区献血屋参加无偿献血，
5 名居民成功献血。
东林镇红十字会在东林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