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 王鹏

爱心献社会，真情暖人间。
自 2015 年中国红十字会第

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
来，全国红十字系统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
心任务，大力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精神，依法履职尽责，大力
推进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新成
就。

不论是在四川长宁地震灾
区、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事故现
场，还是日常生活工作的大街小
巷，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都用行
动和呼吁，践行着服务人民、服务
社会的光荣使命，书写人道主义
事业的光辉篇章。

深化改革，筑牢发展根基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是
落实党中央关于群团改革决策部
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促进红十
字事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更是对
红十字会发展能力的重大考验。”
2018 年 11 月召开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改革工作动员会，对总会改
革工作作出部署。

当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
革方案》印发，为中国红十字会改
革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改革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机
构设置。依法探索设立监事会，
推动各省、市、县级红十字会成
立监事会，强化内部监督；研究
起草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
生办法、理事会候选人推荐办法
等，增加社会各领域和基层一线
代表比例；依法依规调整优化总
会内设机构、直属单位设置，进
一步理清总会部门和直属单位
职责。

加强内部管理，从严治会。
完成内部管理制度清理工作，制
定“存改立废”清单，涉及 101 项
制度，按照保留、修订、制定、废止
等不同等级，不断健全完善总会
内部管理制度机制。

推动工作社会化。加强与
应急管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民政部、教育部等单位的沟通协
调，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委托中
国工程院院士就“建设世界一流
骨髓库、推进我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进行战略咨询，委托北京科
技大学对现行发展规划进行中
期评估，充分发挥“外脑”“智脑”

作用。
以改革方案为纲，各级红十

字会统一思想认识，凝聚改革共
识，结合省情市情，研究改革事
宜，明确改革举措。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
北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成为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印发后
全国首个印发地方改革方案的省
份。

《江西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
明确，省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
表大会来自企事业单位、群团、社
会组织、捐赠者、志愿者、红十字
青少年中的代表、理事、常务理事
比 例 分 别 提 高 到 50%、60% 和
70%。

浙江省红十字会制定《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行动方案》，要
求各级红十字会围绕爱心捐赠、
人道救助项目申请和救助审批等
十大类事项的关键环节，简化办
事流程，梳理服务清单，让群众

“少跑腿”“办得快”，甚至“一次不
用跑”。

……
风起帆扬，奋楫争先。通过

深化改革，切实解决制约和影响
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
以重点突破实现改革的整体推
进，一幅风生水起、蹄疾步稳的改
革画卷跃然如见。

健全体系，织密应急救援救护网络

2019年6月17日22时55分，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
震。18日凌晨4时，中国红十字会
首批救援物资即抵达震中双河镇，
大片红十字救灾帐篷在灾区搭建
起来。这是我国红十字应急救援
体系不断发展健全的缩影。近年
来，中国红十字会加强应急救援
专业化建设，组建搜救、赈济、医
疗、供水、大众卫生、心理、水上等
7类红十字救援队伍600余支，基
本形成体系完备、机动灵活、快速
高效的应急救援工作机制。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中国红十
字会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及服务
保障范围日益拓展。培训持证红
十字救护员 1400多万人次，自救
互救知识技能得到广泛普及。加
强应急救护培训标准化建设，应急
救护培训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

此外，在红十字会及相关部
门的努力下，全国各大城市积极
推进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置工作，
为人民生命健康又加一道保险。
红十字救护员第一时间救护生命
的感人故事不断涌现，赢得了社
会的广泛赞誉。

不断扩大的人道救助范围，
让红十字会成为党和政府保障改
善民生的得力助手。加强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建设，捐献
者资料库容量已达 265 万人份，
位居亚洲第一。自愿无偿的公民
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基本建
成。组织发展无偿献血志愿者队
伍，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
工作，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

为助力精准扶贫，中国红十
字会实施“博爱家园”项目，投入
8.4 亿元，惠及 28 个省份 3000 多
个贫困村；实施“红十字天使计
划”，投入 16 亿元，救助白血病、
先心病等大病患儿 5 万多名；对
口支援西部地区，提升人道救助
能力，持续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向困难家庭发放慰问款
物价值12亿元。

我国红十字会对外交流合作
不断深化。在阿富汗、蒙古国等
国家实施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行
动，面向“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
家开展援外培训，派出红十字国
际救援队参与斯里兰卡水灾和尼
泊尔、厄瓜多尔地震等国际重大
自然灾害救援项目……中国红十
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大家庭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积极奉献，播撒爱的种子

2019 年 5 月，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宣布第 47 届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名单，福建省立医院副院

长李红名列其中。
从事护理工作以来，李

红始终秉承南丁格尔精神。
2008年汶川地震后，面对转
至福建省立医院治疗的震区
伤员，她做起了病房的“大管
家”，精心过问每一个细节，确
保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顾。
2013年元旦，４名西藏先心
病儿童来院治疗，她不仅指导
日常护理，亲手喂孩子吃饭，
还为孩子们购买玩具、学习用
品。在医院工作 20多年，她
始终用微笑、鼓励、经济资助
向患者表达慈爱之心。

以李红为代表，无数红
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积极播
撒爱的种子，把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到
社会的每个角落。

哪里有危险、有困难，红
十字工作者就到哪里。

今年 8月，超强台风“利
奇马”在浙江登陆。不到 48
小时，灾区各级红十字会就
已派出搜救、水上救援、赈济
等各类救援队 73 支 3508 名
救援队员，累计出勤 683次，
成功转移受灾群众19030人。

南京中山陵景区红十字
救护站的工作人员在暑期冒
着酷暑，承担起治病救人的
重任。自2014年景区红十字
救护站正式揭牌以来，每年
大约救助400余人，大大提升
了对游客生命安全的保障。

再偏远的地方，也能见
到红十字工作者的身影。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的广袤草原有一支队伍，骑
马翻山越岭、走家串户，队伍
中飘扬着“果洛州红十字会
志愿服务队”旗帜。针对当
地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实
际，果洛州红十字会在原有
志愿服务工作的基础上，专
门成立了一支面向牧民群众
的红十字马背志愿服务队。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
国红十字会基层组织达 9万
余个、志愿服务组织达2.3万
个，1700多万名会员、120多
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城乡社
区，开展人道服务，红十字志
愿服务成为国家志愿服务体
系中一支重要力量。

一种优良品德可以影响
整个社会。在红十字工作者
和志愿者的引领下，爱心之
花在华夏大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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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篮球世界杯开幕式，一
支业余篮球队登上了这个世界舞
台。他们是一支球队，他们也是

“一个人”。
球队的名字叫叶沙，源于一

个热爱篮球的少年。2017年4月
27日，叶沙因突发脑溢血不幸离
世。父母捐献了他的心脏、肝脏、
肺脏、左右肾脏、左右眼角膜。今
年，5 个因为叶沙重获新生的被
救助者，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的策划安排下，组成了一
支“一个人的篮球队”。

8 月 30 日，2019 年国际篮联
篮球世界杯开幕式在国家游泳中
心水立方盛大举行。叶沙篮球队
应邀参加开幕式文艺演出，与电
影演员成龙一起唱响《壮志在我
胸》，歌颂 16 岁的篮球少年叶沙
去世后捐献出人体器官，受捐者
组建篮球队为叶沙圆梦的故事。

叶沙的“肝”：开始运动，保
护自己就是保护你

54 岁的周斌接受了叶沙的
肝脏移植。他感觉冥冥之中，“我
和叶沙有缘。”

获得新生的那一刻，躺在病
床上的周斌给远方的叶沙和他的
父母，遥敬了一个礼——虽然他
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知道，从
此不再只为自己而活，两个生命
合二为一。“我要保护好叶沙。”

保护叶沙，从保护好自己的
身体开始。出院之后，周斌从去

年十月开始坚持跑步，他给自己
定了目标，现在他可以轻松地一
次跑四、五公里。

叶沙的“眼”：开始自信，带你
去看缤纷世界

重新拿起篮球，对 14岁的颜
晶而言并不容易。小时候她曾两
次被篮球砸到过脑袋，之后再也
不敢碰篮球。但为了帮助叶沙，
这个从未谋面却帮助自己恢复光
明的哥哥圆篮球梦，颜晶鼓起了
十二分勇气。

今 年 1 月 ，她 带 着 叶 沙 的
“眼”，在女篮姑娘的帮助下，成功
拿下一个两分球。

叶沙的“肺”：重新享受呼吸，
用自食其力延续你的价值

皮肤黝黑的刘福话不多，他
习惯戴着一顶鸭舌帽。在叶沙队
里，他是命运最坎坷的那一个。

出生在湖南娄底农村，刘福
很早就去了广东当矿工，三年之
后，得了矽肺病。

患病之后，刘福常年无法工
作，家里生活全靠妻子。她白天
跟着工地做零工，晚上去酒店做
服务员。可是 2015年，妻子不慎
摔伤，抢救不治离世。刘福悲痛
欲绝的时候，迎来了一群“陌生
人”发来的请求。

“红十字会来了协调员，希望
我们捐出器官。当时我很反感，
何况我们是农村人，根本不懂这
些东西。”刘福回忆说，“半个多小
时之后，他又过来找我们谈，跟我
们解释器官捐赠。我听说有三个
生命需要抢救的时候，想想自己
受过的的煎熬，最终决定，捐！一
肝两肾。”

叶沙的“篮球队”：你中有我，
延续的不仅仅是生命

自今年 1 月的 WCBA（中国
女子篮球联赛）全明星赛到如今
的篮球世界杯开幕式，叶沙篮球
队每一次公开亮相，故事分享，都
会获得最多的感动与掌声。但鲜
有人知，他们站出来的背后，经历
过什么。

我国自 2010 年全面开启公
民器官捐献后，中国公民逝后自
愿器官捐献数量逐年增长，器官
捐献数量列居亚洲第一，世界第
二。但因我国人口众多，患者数
量庞大，移植器官严重短缺的问
题依然存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下称“器官中心”）公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
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 30
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
1万余例。“我们已经挽救了 6万
余人的生命，但中国一共有超过
13亿人口，只有90万人自愿登记
器官捐献，这个比例还远远不

够，”器官中心宣传负责人张
珊珊表示。

“对于移植受者来说，他
们也是弱势群体，很多得到
移植的人接受守护后，会受
到歧视，他们很多人不愿站
出来，怕不被人当作正常
人。”张姗姗说，“他们（叶沙
篮球队）能勇敢地走到公众
面前，与捐献者一样，也是英
雄。”

事实上，叶沙捐赠出的
器官，一共救助了7个人，可
最终组成叶沙篮球队的是 5
个人。没人苛责拒绝的受
者，了解这项事业的人都无
比理解。

但也正因如此，当周斌、
晶晶等人站出来时，所有人
都充满敬意。黄山，叶沙眼
角膜另一位受捐者，在决定
参与这件事时，只跟自己的
父亲说了一句话：“我必须
去，我有这个义务。”虽然他
并没有。

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叶沙篮球队”的公益广告作
品投放至今，已经吸引3.1万
余人志愿登记器官捐献。

这样一支只有“一个人”
的篮球队，换来了五个人的
新生。很多人对器官捐献的
认知，也被这支球队改变。
而他们带来的，或许是更多
人的“新生”。

“一个人篮球队”登上篮球世界杯开幕式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用爱心书写人道主义事业光辉篇章
——我国红十字会事业发展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