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天内获 310 万捐款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杭州一所重点中学成绩

优异的高三学生方博因白血病而急需救助， 一位同
学家长找到了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在媒体报道后，在
短短的 5 天内就收到了来自全校师生、 校友和兄弟
院校、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 310 万元，远超手术所需
费用。杭州本地媒体推测，这很可能是杭州大病救助
个案捐款最高记录。

点评：“学霸、同学家长、媒体”的集合造就了这一
记录， 但并不是每个求助的个体都能集齐这样的元
素。 在为方博感到幸运的同时，期待社会的大病救助
机制更加灵敏和完整。

第 200 万个志愿捐献者
据《北京晚报》报道，1 月 21 日上午，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华建敏为来自深圳的小伙李一鸣颁发荣誉证
书，他成为中华骨髓库的第 200 万个志愿捐献者。 截
至 2014 年底， 中华骨髓库已经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
4680 多例，10 年间还累计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183
名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点评：对第 200 万个志愿捐献者的重视，恰恰反
映出我国骨髓捐献事业的不足———与 14 亿人口相
比。

纽约 200 万人缺衣少食
据《参考消息》报道，纽约市最大的志愿者管理组

织纽约关怀的队长提姆·吉布森表示， 在纽约有 200
多万人还无法做到衣食无忧。 为此， 每年 10 月份开
始，他们就与当地店铺和非营利组织合作，为需要的
人收集和分发大衣。这个项目已经在纽约市区及郊区
设立了 300 个捐赠处，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并捐赠了
约 7 万 1 千件大衣。

点评：贫富差距的存在不因国别而改变，重要的
是不断完善有效的救济渠道。

仅 16家上市公司发布环境报告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

息披露评价报告（2013 年）》22 日由中国环境新闻工
作者协会发布。 报告显示，我国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
露总体水平偏低，其中发布环境报告仅为 16 家。

点评：仅仅呼吁是不够的，公众还应该用资金投
票，倒逼上市公司履行环境责任。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5 年 1 月 19 日 台湾慈济基金会 300 多万元物资 扶贫济困 甘肃靖远县靖安乡

2015 年 1 月 24 日 武汉盛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00 万元 学校建设 南开大学

2015 年 1 月 25 日 中国狮子联会 2554 万元及 200 万元 物
品

鲁甸 、盈江等震灾恢复重
建 云南省政府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015 年 1 月 25 日)
（制表：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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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会捐赠眼角膜吗？
A.会，一直有此意愿。 43.17%
B.不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馈赠
他人。 22.56%
C.还没想好，看捐赠流程的顺畅程度再
议。 34.27%

2.现阶段，我国眼角膜的捐赠数量远远
满足不了需求，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
A.� 社会对角膜捐献的认识度不够，或
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偏见。 中国人观念比
较传统， 即使离开人世也要完整。
31.59%
B.� 捐赠渠道不畅，想捐赠不知道往哪
捐赠,怎么捐赠。 17.86%
C,.对捐赠运作过程不信任，认为有可能
被利用违背捐赠意愿使用。 37.79%
D. 捐赠眼角膜对家属没有回报 。
12.76%

3.怎样能鼓励更多人做出捐赠，提高眼
角膜的捐赠数量？
A. 改善并增进捐赠服务渠道建设。
53.8%
B.促进公益组织在其中的倡导和参与。
18.09%
C.加大宣传倡导力度，利用明星示范作
用，增强公众的意识。 28.11%� �

超四成网友
愿意捐赠眼角膜

在哈尔滨一家川味火锅店里有 23 名聋哑人员
工，他们年龄在 21 到 39 岁之间，在服务员总数中
占比近 50%。 据餐厅的负责人介绍，餐厅的所有聋
哑人员工都从黑龙江省各地市招聘而来，经过培训
后上岗，餐厅为他们上缴五险，除了收银、停车管理
员这些必须用语言交流的职位，他们的职务涉及各
个岗位。“我们不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我们靠自己的
努力和顾客们的理解找到了自信。 ”在这里工作的
聋哑人潘雨用手语表示。图为一位客人展示餐厅特
制的联系聋哑人服务员用的小扇子。

2015 年 1 月 16 日下午 16 点
55 分， 著名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
腺癌复发， 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
医院。 一时间，微博、朋友圈铺天
盖地都是对姚贝娜去世的震惊与
惋惜。

姚贝娜在昏迷前签署眼角膜
捐献书。 1 月 17 日晚，姚贝娜捐献
的角膜成功移植给 23 岁的四川
患者，使其重见光明。 目前，接受
了角膜移植的小董已经摘下蒙眼
纱布， 经医生检查其视力已从原
来的 0．05 提高到 0．26， 有望继续
恢复。

角膜病盲是世界第四大致盲

疾病。 我国有角膜病盲人 200 至
400 万，这些患者大部分可以通过
角膜移植手术复明。 但是移植的
角膜需要去世后捐献， 如果没有
角膜捐献， 就无法进行角膜移植
手术。 目前全国每年有一万多角
膜盲患者急需移植眼角膜， 而我
国每年捐献的角膜只有数百枚，
角膜捐献数量远远达不到需求。

值得高兴的是， 越来越多的
名人开始无偿捐献角膜。 今天的
姚贝娜，是社会传递正能量，倡导
公益行为的一个缩影。 他们都通
过自己的选择为社会做出了表
率，也传递了正能量，将生命以另

外一种方式传递下去。 而对于很
多公众而言， 对角膜捐献情况不
了解， 也有很多关于程序上的疑
问。 对此，《公益时报》联合凤凰公
益、新浪公益、问卷网发起调查：
你愿意捐赠眼角膜吗？

本次调查从 1 月 22 日 16 时
开始，截至 1 月 26 日 10 时，共有
2335 人参与。结果显示，有捐赠眼
角膜意愿的网友占参与调查网友
的 43.17%，22.56%的网友认为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馈赠他人，
因此不会捐赠眼角膜。 53.8%的网
友认为改善并增进捐赠服务渠道
建设将会鼓励人们多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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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图
片
新
闻

网友留言：

截至 2015 年 1 月 26 日 10 时

海城的梦：
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

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
一渠道； 姚贝娜自愿捐献角
膜，四川小伙受益；受益者母
亲决定捐献角膜，把爱传递 ；
姚贝娜 父 母 也签 下 了 捐赠
书。 器官捐献规定发生变化
之际，她用行动做了表率，引
发了人们对器官捐献新的思
考。

天晴朗：
看了姚贝娜捐献眼角膜，

社会都呼吁大家捐献，但突然
发现一矛盾， 为何捐是免费
的， 咋用的时候却价格昂贵，
这中间难道不是被医院牟取
暴利？ 如此捐赠，谁愿意当冤
大头。

且行且歌：
目前， 我国每年约 30 万

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移植手
术仅 1 万余例。 一个人身故
后，最多可让七人重生！ 器官
捐献真是好事情。

委屈并快乐着的小猪：
如果哪天我遭遇不幸，真

心希望能把自己还有用的器
官都捐了……这样对我来说
是换一种方式继续活下去，对
别人来说，是生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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