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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嘉宾：不远万里寻根拜祖

今年大典的主题仍为“同根同祖同
源，和平和睦和谐”。来自世界五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商会、基金
会、宗亲会、同乡会、客家人联合会等代
表出席大典，嘉宾总规模近万人。

全球华人：点击直播同步敬拜

大典现场的新闻和图片以 16 种语言
在全球 53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个
网站上展示，真正实现全球化新闻传播。
大典还邀请到国内外 60 多家网络新媒体
进行直播和报道，包括有影响力的映客、
花椒直播、水滴直播、斗鱼直播、新蜂映
画、烧包直播等，以及身边客户端和梨视
频、冬呱视频直播平台。

同时，今年大典还首次整合了中国互
联网知名品牌 APUS ，向全球 10 亿用户

推送相关新闻，网友仅凭一部手机就如同
置身大典现场，共同敬拜先祖黄帝。

黄帝故里：中华儿女心灵故乡

轩辕黄帝诞辰在农历三月初三，出
生、创业、建都在有熊(今新郑)，统一天
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被尊为中华始
祖。民间自古就有“三月三，拜轩辕”的
说法，自春秋战国以来，炎黄子孙祭拜先
祖黄帝的仪式逐渐兴盛，唐代以后渐成规
制，延续千年。

近十多年来，来自澳大利亚、美国、
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社团组织、姓氏宗亲会的华侨华人
代表不远万里回到“心灵故乡”参加黄帝
故里拜祖盛典。

致力于弘扬黄帝文化的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为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找到
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载体，为形成中华文化
新的繁荣推开了一扇广阔的大门，也为维
护祖国统一、增强爱国情怀提供了一个重

要载体。敬拜黄帝，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
代精神相结合，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独
特的重要作用。

三个突破：大典盛况全球传播

突破一：中央媒体、河南省媒体及海
外权威华文媒体均结合自身特点，策划专
题、专栏，报道大典的各项筹备工作及盛
况。

突破二：在郑州市区主要窗口位置营
造大典氛围。从新郑国际机场到达大厅到
郑州高铁东站出发到达大厅，从郑州火车
站东西广场到郑州二七广场，从郑州主干
道阅报栏到郑州机场高速收费口等，连续
播出 30 秒大典宣传片。郑州市所有饭
店、商场、宾馆、金融场所的 LED 显示
屏，推送大典 30 秒公益宣传片。

突破三：打通屏幕界限，实现从大屏
(电视)到小屏(手机)再到新媒体直播及网
络宣传的立体化覆盖。

开放创新：迈向国家中心城市

近年来，郑州发展日新月异，作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今天的“商都”焕
发出勃勃生机：这里是我国综合交通枢纽
和内陆对外开放的窗口，以郑州为中心的
全国“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初步成型，中
欧(郑州)班列常态化运行，让中原成为中
部亚欧大陆桥的新起点。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已开通国内外客货航线近 200 条，覆盖
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河南自贸区、中原经
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战略都以郑
州为核心区。

日前，经国家批准发布的《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支
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这片古老
而又充满朝气的热土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

“三月三，拜轩辕”。丁酉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今日在郑州市新

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

的各界嘉宾参加盛典，拜谒轩辕黄

帝，今年大典还在中国香港 、澳

门、台湾和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

悉尼设立 5 个分会场，满足华人华

侨献礼敬拜的愿望。

自 2006 年以来，郑州市新郑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每年都吸引数十

万海内外华夏子孙前来郑州寻根拜

祖，这已成为极具影响力和标志性

的文化名片。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

也因此成为 “全球华人的拜祖圣

地，中华儿女的心灵故乡。”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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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人拜祖圣地 中华儿女心灵故乡
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郑州新郑隆重举行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黄筱、郝方甲)
61 岁的鲁金祥曾经与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掀开上
衣，他腹部有一个脸盆大小的“人”形旧疤，这是他
接受肝脏移植的手术疤痕。恢复健康后，鲁金祥说
自己承载着另一个人生命的馈赠，必须活得更健
康、更有意义，才是对捐献者的尊重和感恩。

2015 年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
的唯一合法渠道。当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了
历史最高值 10058 例，2016 年进一步上升到
15000 余例，增幅超 50%。

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
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话来说，“器官捐献事业的春天
来了”。

互联网+公益：10 秒钟完成人

生重要决定

142269，这是上海白领孙潇潇的一个新编
号。她通过手机支付宝，进入“器官捐献志愿者登
记”页面，提交姓名和身份证号后，成为在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登记备案的第 142269 名器官
捐献志愿者。

孙潇潇把这当作送给自己的 30 岁生日礼物。
将登记卡分享到微信朋友圈时，她写道：“想不出
不救另一个美好生命的理由，抛开其他，生命燃尽
薪火之时，还能赠他人以温暖，挺好。”

从打开支付宝，到手机显示印有自己名字的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这个过程只花
了 10 秒钟。

“互联网+公益”，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和蚂蚁金服这一跨界合作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动员
力量。新登记系统上线后的两天半时间里，新增登
记就超过 8 . 6 万人，超过该系统既往运行两年半
的登记总数。

这一合作灵感来源于国际先进经验。2012 年
5 月，美国社交网站 Facebook 宣布用户可通过网
站上的链接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不到一个月时
间，24000 余人注册。2016 年，苹果在 iOS10 正式
版中也加入了器官捐献登记功能，登记峰值达到
一天 13000 人。

日前，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中国器官捐献
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 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
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 的人不愿登记成为器官
捐献志愿者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
繁琐”，登记渠道不畅、流程复杂等是导致登记人
数少的主要原因。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评估专家组组长方强对
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外，他说当前最大的阻碍
并不是观念保守，而是落后的器官捐献管理系统。

从想法，到登记，有时只是缺乏一个渠道。“渠
道畅通后登记人数迅速增长，证明越来越多人接
受了器官捐献的理念，愿意加入生命接力的队伍
中。”肝移植医生屠振华说。

黄洁夫认为，把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与互联网
服务相结合，是一种超常规的、广泛便捷的社会动
员方式，“可以预见，其广泛性和便捷性将让更多
具有器官捐献意愿的人们参与进来”。

互联网不仅是工具，它也可以有温度。蚂蚁金
服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刘琴说：“对一家互联网公司
来说，除了捐款捐物的传统公益外，我们更希望技
术、产品和开放平台能产生更多社会价值。”

自愿捐献：公开透明让器官移植

事业进入春天

捐献的器官去了哪里？如何给到最需要的人
身上？过去器官捐献和移植过程的不透明，令不少
人心有善念却对志愿登记望而却步。

实际上，2015 年开始，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的大背景下，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

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的渠道。由于移植手术环
境变好、公开透明的全系统流程规范，更多人对
于器官捐献多了一份信赖和认可，捐献人数大
幅上升。

很多人不知道，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并不等于实际捐献。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明确写着：“志愿
登记仅是一个意愿，一种支持，一份宣传。”正如
美国公民的驾照上，器官捐献志愿者会有一个

“Organ donor”(器官捐献志愿者)的红心标
记，是个人意愿的体现，真正完成捐献还需要达
到一定的医学状态，经过严格的医学、伦理评估
及组织配型等过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
献办公室副主任吴晓梁介绍，每例成功的器官
捐献背后，都有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包括红十字
会器官捐献协调员、评估专家、医院协调员、遗
容整理师等，还有肝脏、肾脏、角膜等不同器官
类型的专科医生，同时准备一系列的医疗、法律
文书，整个流程非常严格。

一旦器官捐献成功，必须进入“中国人体器

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依据等待患者的病情严重
程度、等待时间、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排序，由
计算机将其分配给最合理、最适宜的受者。“既
要遵守所有的法律程序，还要保证合适的受者
能够得到功能健康的器官，我们常常与时间赛
跑、分秒必争。”吴晓梁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心肺移植专家、全国人
大代表陈静瑜利用开会间隙，动员更多人成为
器官捐献志愿者。“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
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是法治中国的
应有之义。流程更透明了，社会更认同了，我们
为这份事业鼓与呼也更有底气了。”

协调员：为生命接力的陪伴者

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是与公民自愿捐献
器官同步发展的一种新职业。

他们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就像医生牢
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护士在授帽式
上诵读的“南丁格尔誓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
工作职责是：当患者到了生命终末期，死亡无法
避免的时候，向病人家属传达公民逝后器官捐
献的理念，动员他们在患者去世后把有用的器
官捐献出来，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真诚和专业，陪伴器官捐献
者走完最后一程，帮助完成逝者最后的心愿。

大多数时候，协调员面对的是拒绝甚至责
骂。“开口时就预感会被拒绝，但压力再大，也还

是要开口，因为问出去了也许就有人有机会活下
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
室副主任王璐说。

俞欢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五年了，在她看来，
得到捐献者家属的信任和依靠，是这份职业的最
大成就感。

曾有一对浙江金华的夫妻，在俞欢帮助下，
给意外去世的女儿完成了器官捐献。此后，她成
了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几年后，夫妻俩第二个
孩子出生后，希望我来给这个孩子取名字，让我
很感动。”

由于器官捐献采取“双盲原则”，捐献者与接
受者双方并不见面，协调员有时会成为双方传达
问候的纽带。

新年前夕，王璐收到一张卡片，一名接受肝
脏移植的孩子希望将卡片转给捐献者的父母。卡
上稚嫩的笔迹写着：“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们，
但我谢谢你们。”

去世后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世界上，帮助其
他人活下去，通过捐献、移植，越来越多的生命在
不同意义上得以延续。是器官捐献协调员，默默
护送了一场又一场生与死的接力。

“最令人难过的时刻不是被拒绝，而是悲痛
的家属说‘我愿意’……”从一名大夫，变成一名
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在各种场合见过数不清的
生离死别。生命的终结总令人悲伤，而作为协调
员的她，能感受到更多人由此重生的希望和力
量。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

报道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

社 客 户 端 ，订 阅“新 华 全 媒

头条”栏目

▲这是新华社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联合推出的“让生命走得更远”主题海报。

制图：新华社记者李贺

让
生
命
走
得
更
远

2015 年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

合法渠道。当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10058 例，2016 年进一步上升到 15000 余例，增幅超

50% 。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

部长黄洁夫的话来说，“器官捐献事业的春天来了”

“你愿意吗？”

——— 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独白

▲扫描二维码 ，观

看新华社微视频《“你愿

意吗？”——— 一名器官捐

献协调员的独白》

新媒接入

▲扫描二维码 ，观

看新华社微视频《天津

最小器官捐献者生命在

延续》

天津最小器官捐献者

生命在延续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