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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款物超一亿 器官捐献增幅全国居首

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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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尚成为永恒

— 市红十字会不断唱响博爱系列品牌
——
3 月 23 日袁 重庆市红十字会第四届理
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遥会议总结了市红十字
会 2017 年的工作袁并对 2018 年的主要工作
作了安排部署遥巴南尧大足尧荣昌尧梁平尧垫江
等 5 个区县红十字会在会上进行了经验交
流发言遥 市政协副主席尧市红十字会会长谭
家玲参加会议并讲话遥
过去一年袁全市红十字系统以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袁推进改革创新袁主动服务重庆改
革发展大局袁扎实开展灾害救援尧应急救护
培训尧人道博爱救助尧造血干细胞及遗体器
官捐献尧儿童医疗救助尧疾病应急救助尧红十
字人道传播等袁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遥
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尧副会长毛荣志介
绍袁2017 年袁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共募集款物
亿元袁实施公益项目
1.31
119 个袁成功救助
白血病尧淋巴瘤尧地中海贫血尧血友病等 9 大
类病种 355 名患病儿童遥 野博爱送万家冶惠及
559 个乡镇 1438 个自然村 3 万余名特困群
众袁野博爱助学冶资助 896 名贫困学生袁野博爱
送医冶让 1.2 万人次受益袁实施野博爱家园冶
项目 39 个袁红十字博爱系列品牌更加响亮遥
2017 年袁市红十字会切实开展野三献冶
工作袁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数量有
提升袁 全年共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 5623 人
份袁登记 6015 人份袁完成 2000 人份检测数
据录入袁 成功实施造血干细胞捐献 6 例袁中
华骨髓库重庆市分库库容扩大到 5.3 万人
份遥 器官捐献取得新突破袁全年器官捐献首
次突破一百例袁增幅居全国首位袁实施 109
例袁捐献器官 328 个尧捐献角膜 260 例尧挽救
312 位患者生命袁实施遗体捐献 303 例遥
在应急救护培训方面袁全年组织应急救
护培训 8551 场次袁 培训人员 70.5 万人次遥
其中袁 机动车驾驶员应急救护培训 4091 个
班次袁培训 52.8 万余人次曰野五进冶专题培训
4460 场次袁培训 17.7 万余人次遥 合川东津坨
社区应急救护参赛队在第四届全国红十字
应急救护大赛中还获得优秀组织奖遥
2018 年袁 市红十字会将扎实推进备灾

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
纪念园正式动工

本报记者 王加喜 摄
救灾体系建设遥 修订完善叶重庆市红十字会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曳袁 将市级备灾救灾
仓库建设纳入全市备灾救灾仓库建设总体
布局遥 规范荣昌区 674 处备灾救灾中心仓
库袁及黔江区尧垫江县红十字会备灾救灾分
库物资管理袁购置配套设备袁完善工作流程袁
定期进行盘点遥规范红十字医疗尧赈济尧供水
三支救援队伍建设袁今年将在荣昌尧黔江尧垫
江分别组建一支赈济救援志愿服务队袁其余
有条件的区县建立不少于 5 人的赈济救援
志愿服务队遥
持续开展野博爱冶助困助学助医活动袁持
续做好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经办工作遥加大
野小天使冶基金尧野天使阳光冶基金宣传力度袁
特别是新增救助病种的宣传袁让更多大病儿

童获得救助袁全年实现救助 200 人次以上遥
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制度化常态化袁今年
全市计划开办机动车驾驶员应急救护培训
班 4500 个袁培训学员 43 万人次以上遥 同时袁
进一步完善野应急救护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冶袁
推进应急救护培训申报尧受理尧实施尧制证尧
印发网络便捷化服务袁提升效益遥
完善捐献管理制度袁建立更加高质高效
的宣传动员尧招募入库尧捐献服务尧回访联系
等制度袁 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快速发
展袁 今年计划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 5000 人
份以上袁争取实施干细胞捐献 8 例目标遥 用
好用活野互联网+器官捐献冶传播方式袁发挥
野志愿登记晒卡冶 活动倡导潜力袁 扩大覆盖
面袁今年争取实施 400 例以上遗体(角膜)器

红十字志愿者

市红十字基金会

清 明 登 山 传 公 益

携手爱心企业设立“云爱基金”
本报讯 野只要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袁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冶遥 3
月 19 日袁 重庆志汇展宏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向市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200 万元袁设立野志汇展宏 要云
要要
爱基金冶袁 基金启动仪式在重庆股
份转让中心成功举行遥
为弘扬野人道尧博爱尧奉献冶的
红十字精神袁 实现企业感恩社会尧
回馈社会的社会责任感袁重庆志汇
展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重庆股
份转让中心举行孵化板挂牌仪式
的当天袁特向市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要云
200 万元袁设立野志汇 展宏 要要
爱基金冶遥 该基金定向用于我市弱
势群体的助学尧助医尧助困袁以及用
于我市民间公益机构资助和市红
十字基金会开展的公益项目等遥
在启动仪式现场袁云爱基金向

官捐献遥
谭家玲强调袁这次会议对于全市各级红
十字会在新时代尧新形势下统一思想尧振奋
精神袁在新的一年里做好各项工作袁实现新
作为袁促进重庆红十字事业发展袁助推我市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遥
谭家玲表示袁全市红十字系统要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袁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袁以主人翁的责任
感扎实工作袁锐意进取袁以更大的责任担当
努力开创全市红十字会工作新局面袁为推动
重庆野两点冶野两地冶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渊欧阳修美 黄笛森冤

野重庆阳光助老基金冶 捐助经费 5
万元袁用于购买 5000 个黄手环袁捐
赠给我市部分阿尔茨海默症渊老年
痴呆症冤患者遥 现场对 4 名器官捐
献家庭子女及 2 名特困家庭的孩
子进行救助袁 共计发放救助金 10
万元遥
据了解袁市红十字基金会成立
于 2008 年 4 月袁10 年来袁基金会在
市红十字会的领导下袁在广大爱心
单位尧 爱心人士的支持参与下袁紧
紧围绕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袁募集筹资款物价
值 5.46 亿元袁 开展公益救灾救助
援助项目 849 个袁公益支出款物价
值 4.77 亿元袁 有 2125 万人受益遥
2017 年更是在常态下募捐额达到
1.08 亿元袁个人救助 12470 人遥
渊张 鹤冤

本报讯 近日袁由市红十字会和福寿园重庆
安乐堂联合主办的野博爱山城窑生命接力冶清明登
山活动在南山举行袁此次活动集踏青登山尧清明
祭祀尧公益筹款于一体袁激发了众多红十字志愿
者和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袁约 180 名登山者参与

快乐的登山者

了此次活动遥
活动中袁 为给登山者一个文明追思的空间袁
活动打造了野父亲石冶野母亲墙冶野老伴树冶三个主
题祈福区袁登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情
感需求袁到不同的区域传递思念和祝福遥 每一个
祈福区都设置了唯美的布景尧 环保的祈福方
式和庄重的礼仪袁让祝福发声袁让孝爱传承遥
除此之外袁 每一位登山者都收到了主办
方提供的小鸟巢袁 并在攀登过程中亲手挂于
林间袁给小鸟们留下了一个家遥虽只是微薄之
力袁却是对环境的爱护袁更是对生命的尊重遥
活动中袁每一名登山者到达终点袁视为成
功累计公益金 20 元袁 每一个分享的点赞袁视
为成功筹款 2 元袁所有公益金将兑换为物资袁
捐赠给器官捐献者家属遥 市红十字会组织宣
传部部长秦红梅说袁 为了表彰大家的公益之
举袁 每一位登山者都领取到了一张公益筹款
的荣誉卡袁最终筹集资金超过 1 万元遥
渊刘勇军冤

追思缅怀传大爱
重庆市 2018 年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举行
本报讯 4 月 1 日袁野重庆市 2018 年遗
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冶如期举行袁来自
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约 3000 人齐聚重庆市
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园袁共同缅怀逝者袁寄托

2018 年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举行

本报讯 3 月 29 日袁 位于璧山区的重庆西郊
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内袁 新的重庆市遗体器官捐
献纪念园正式动工建设遥 市红十字会尧市卫生计生
委尧市民政局尧璧山区政府尧璧山区卫生计生委尧璧
山区红十字会尧璧山区民政局尧四川美术 学院尧重
庆福寿园西苑实业有限公司及重庆医科大学的师
生代表尧 红十字志愿者等有关单位领导和相关人
员出席了活动遥
据了解袁2013 年袁 市红十字会将原龙台山陵园
和江南殡仪馆的两处纪念碑进行了整合袁在江南殡
仪馆重建了野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冶袁
专门用于在重庆实施遗体尧器官捐献的捐献者的缅
怀纪念遥 每年的 4 月 1 日袁是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
缅怀纪念日袁红十字会都会在这一天组织社会各界
的爱心人士举行庄严而隆重的缅怀纪念及宣传活
动遥 通过活动袁让更多人关注尧关心尧关爱遗体和器
官捐献者袁倡导人们弘扬尊重生命尧崇尚科学尧移风
易俗的社会文明新风尚袁弘扬野人道尧博爱尧奉献冶的
红十字精神遥 如今袁一年一度的遗体器官捐献缅怀
纪念活动已逐渐成为全社会重点关注尧广泛参与的
重要活动遥
多年来袁 在社会各界和捐献者家属们大爱无私
的支持下袁 我市的遗体器官捐献事业取得了很大的
成果遥 截止 2017 年底袁我市遗体捐献者 1960 人袁角
膜捐献者 1886 人袁器官捐献者 258 人袁捐献人数以
每年 300 至 400 人的速度持续增长遥 现有的纪念园
已完全不能适应我市遗体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需
要袁亟需新建一个可供开展大型纪念活动尧相关配套
设施比较完善的尧现代化的尧标准化的纪念园遥 得知
情况后袁 爱心企业重庆福寿园西苑实业有限公司主
动与重庆市红十字会联系袁 无偿提供璧山区西郊福
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内 700 平方米的土地袁 以及可供
今后扩展的面积 800 平方米袁 作为纪念园的核心纪
念区及配套区域遥为了支持遗体器官捐献公益事业袁
西郊福寿园除了为捐献者提供一系列的惠民优惠服
务以外袁还提供了约 2000 平米的共享广场供市红十
字会开展缅怀纪念活动遥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沟通协商袁目前袁项目已完
成前期方案设计尧施工设计尧签署合作协议遥如今袁重
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园的建设工作已经全面启
动袁预计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前正式投入使用遥 届时袁
原江南殡仪馆纪念园内的所有捐献者将全部迁入到
新的纪念园袁2019 年度的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缅怀
纪念活动将在西郊福寿园举行遥
渊欧阳修美冤

他们对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的无限哀思和怀
念之情遥
在当天的纪念活动上袁器官捐献者家属
代表尧角膜捐献者家属代表尧角膜移植接受

者代表尧 器官捐献协调员代表依次发言袁讲
述或自身尧 或亲人同遗体器官捐献的故事袁
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悟遥
野我儿子捐献的 2 只眼角膜让 2 个人重
见光明袁 他的 1 个肝脏挽救了 1 个肝病患
者袁2 个肾脏延 续了 2 个 尿 毒症 患者 的 生
命袁 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用于医学研
究袁 为脑瘫难题的攻克提供有效的科学依
据遥冶器官捐献者家属代表王科在发言中说袁
野儿子的生命是短暂的袁 但他的生命是有价
值的遥 冶
野父亲曾告诉过我袁 希望自己在过世以
后袁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袁能够给需要
的人带去光明遥 冶角膜捐献者家属代表孙先
生说袁自己是一名眼科医生袁深深地知道那
些苦苦等待角膜的患者对光明的渴望袁所以
做出了捐献父亲角膜的决定遥 野父亲的生命
是灿烂的袁有意义的浴捐献角膜袁这是他对自
己 63 年短暂生命最深情的道别遥 冶
角膜移植接受者代表成超是一名在校
学生 袁2017 年 他成 功做 了 角 膜 移 植 手 术 遥
野我很幸运袁 因为现在我的眼睛里有一片来
自捐献者的角膜袁是它让我重见了光明遥冶感
恩于他人的赠予袁成超深情地说袁野感谢馈赠
我光明的角膜捐献者袁感谢捐献者家属遥 以
后我也会捐献自己的角膜和器官袁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遥 冶
野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一边是生命的逝
去袁一边是生命的延续遥冶器官捐献专职协调
员李庆说袁两年时间袁自己成功协调 100 例
器官捐献袁挽救了 285 个人的生命遥 她表示袁
野捐献者虽已逝袁 但他们的生命却以另外一
种方式继续绽放在这个世界上遥我会坚持在
这个岗位上袁为延续更多人的生命而努力遥冶
据了解袁 市红十字会于 2001 年就开展
遗体捐献缅怀纪念活动袁至今已开展 18 届遥
截至 2017 年底袁我市登记遗体(角膜)捐献志
愿者 17395 人袁实施遗体角膜捐献 3846 例袁
已让 2501 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遥 目前袁全市
已实施器官捐献 258 例袁 捐献器官 755 个袁
成功挽救了 683 名患者的生命遥 在重庆遗体
器官捐献纪念园的墓碑上已镌刻了 2361 位
捐献者的名字袁 这些名字犹如一座座丰碑袁
将永远屹立遥
野多年来袁 在社会各界和捐献者家属们
大爱无私的支持下袁我市遗体器官捐献事业
取得了较大成果袁捐献人数以每年 300 人至
400 人的速度快速增长遥 冶市红十字会副会
长介绍袁为适应我市遗体器官捐献事业发展
的需要袁目前袁重庆市新遗体器官捐献缅怀
纪念园已启动建设袁 预计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前正式建成投用遥
渊欧阳修美冤

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开工仪式

涪陵区遗体器官捐献
纪念园开园
本报讯 3 月 27 日袁由涪陵区红十字会和涪陵
青龙山陵园共同建设的 野涪陵区遗体器官捐献纪念
园冶正式落成开园袁并成功举办了该区第一届遗体器
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遥市慈善总会副会长艾永玲尧市
红十字会组宣部调研员秦红梅为纪念园揭幕袁 涪陵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尧 捐献者家属及相关卫生医疗机
构代表和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遥
据了解袁涪陵区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园投资 50 万
元袁总占地面积 1 亩左右袁可安葬捐献者 250 人袁是
我市第二个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园遥据了解袁自涪陵区
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开展以来袁 已有 168 位
志愿者登记遗体捐献袁101 位志愿者登记器官捐献袁
112 位志愿者登记眼角膜捐献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已成
功实施遗体捐献 33 例袁器官捐献 12 例袁眼角膜捐献
6 对遥
当天的纪念活动现场袁18 岁的捐献者家属陈勇
代表两个弟弟在纪念墙前献上鲜花尧 并深深地三鞠
躬遥 其父陈学昌捐献出肝脏和肾脏袁是重庆市第 142
例器官捐献者遥
捐献者王琼的儿子和丈夫也来到了纪念碑前袁
王琼儿子手摸着刻在纪念墙上妈妈的名字哽咽地
说院妈妈虽然走了袁但她却让两个人重见光明袁今天
看到这么多人来纪念她袁我心里很欣慰遥
遗体器官捐献者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自己的人
生谢幕袁同时袁也用自己的器官挽救了他人生命袁用
自己的躯体架起了通往医学殿堂的桥梁袁 他们奉献
大爱尧传承生命的精神袁值得世人永远铭记遥
渊白 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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