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本市举行无偿献血表彰大会

申城去年35.94万人次无偿献血
本报讯 （记者 黄杨子 顾泳）在第 16 个

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记者昨天从由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红十字会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沪部队血液管理委员会主办的 2019

年上海市无偿献血表彰大会上了解到，2018年
上海共募集 50.15万人份血液，35.94万人次参
加无偿献血，千人口献血率为 14.86，全市无偿
献血总量较 1999 年的 28.7 万人份增长
74.7%，从血液募集能力上确保血液有效供应。

基本形成无偿献血服务网络
市血液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本市基本

形成以上海市血液中心为龙头、郊区血站为补
充、献血点遍及全市街头主要人流密集区的无
偿献血服务网络。目前，上海共有爱心献血点
位 60 个，其中固定献血屋 30 个，流动献血车

30辆，为全市 203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服务
和安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本次表彰大会宣布了2016至2017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奖项上海获奖与上海无偿献血奖
项情况。 据悉， 表彰活动两年一届，2016至
2017年度，拜振杰等235人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即自愿无偿献血达40次以
上），毕玉鹏等133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银奖”（即自愿无偿献血达30次以上），白清
海等176人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即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以上）； 阚晓君等5

人、上海市血液中心等14家单位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促进奖”；傅帼英等238人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上海市徐汇区、杨浦区、

闵行区和松江区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
（市）奖”。

推进长三角信息互通共享
这次，表彰名单上也出现不止一

位境外爱心人士的姓名。 就在前天，

一场特别而温暖的无偿献血活动在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举行。来自印度的
Ketan Mehta先生属于RH阴性AB型
稀有血型，即罕见的“熊猫血”，看到
嘉会国际医院活动后， 他前往献血
400毫升； 台湾女孩薛小姐是北大临床医学系
毕业生，至今已献血10余次，当天拖着澳大利
亚籍男友一同前往，两人主动捋袖献血。此次
活动招募到220位境外志愿者， 其中有80余位
医务人员及附近漕河泾高科技开发园区内腾
讯、思科、通标等高科技企业的百余位员工。

本市基于 “随申办市民云”APP积极推广

电子献血证， 无偿献血者可随时展示电子献血
证、查询检测结果、预约献血。

目前，长三角正在积极推进跨省血液信息互
通共享工作。沪苏两地已签署《血液信息共享项
目合作协议》， 未来将进一步提升献血者异地用
血服务水平、提升血液安全质量水平和提升省际
血液应急保障水平。

今日看点未来将进一步提升献血者异地用血服务水平、提升省际血液应急保障水平

无偿献血活动吸引沪上境外人士参与。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国剧“出海”，匠心匠艺展示全面的中国
■本报记者 李君娜

近年来，《大江大河》

《创业时代》《欢乐颂》《破
冰行动》 等反映中国百姓
当下生活的剧目越来越受
海外观众的欢迎。 中国电

视剧逐渐具备向内的自省能力和向外的展望能
力。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电视人如何在“走出
去”的过程中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当代中
国价值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成为一
个新的时代命题。第25届上海电视节期间，与之
相关的话题也被业界人士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

地域更远，题材更“近”

作为中国影视走出去的龙头企业，中国国
际电视总公司每年向海外市场销售 2 万多个
小时的影视节目，有效播出覆盖 150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电视剧占比在 80%以上，已成为最
受海外观众欢迎的节目类型。参加本届电视节
白玉兰论坛时，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世鼎直言：

“电视剧是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新时代要更好地走出去，应该重点讲

好治国理政、奋斗圆梦、和平发展的三个故事。可
以说，目前现实题材已经迎来最好的时期，现代
题材已占据主流，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用匠
心和匠艺打造紧扣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佳作，向
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的中国。”

中国当代题材越来越受海外观众青睐，也成
为业界共识。 今年的上海电视节电视市场上，来
自耀客传媒国际合作部的陆雨表示，中国影视产
业走出去正逐步朝更大范围、更丰富内容、更多
形式的方向发展。“目前影视剧内容输出在海外
市场出现两个变化：一方面，输出国家更远，如南
美、非洲。当地播出的中国电视剧，不仅华人收
看，还被配上当地语言的字幕或配音，这也说明
中国电视剧被当地观众接受，并通过中国电视剧
接受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输出题材
更具现实意义。比如以往输出到日本的电视剧往
往以古装剧为主，近年来，日本观众也逐渐接受
中国当代现实题材，这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
文化影响力的增大有着密切关系。”

优酷剧集中心总经理谢颖也深有同感。在她
看来，从中国电视剧“出海”的地域性变化，能看
到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自信过程。“电视剧走出
去，一开始可能是以海外的华人地区为主。随着
国家经济的发展，国产剧质量提升，我们的剧也

发售到日本、韩国等电视剧产业发达的国家。这可
以看出我们的国产剧无论是制作水平还是讲故事
的能力，越来越往国际化靠拢。”

深耕内容，观照现实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东方审美，面向世界表

达”，一直是上海慈文传媒“走出去”战略的核心
理念。本届上海电视节期间，慈文传媒举办的“慈
妹儿的夏舞”媒体分享会上，慈文传媒创始人兼
首席内容官马中骏再次强调，影视公司主要还是
在于内容的深耕。

早就开始策划国剧“出海”的慈文传媒，诸多
作品在海外都反响热烈。此前，《楚乔传》在美洲、

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中东地区的 YouTube 平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收获了 3.5亿次点击。因为呈
现了为现代人所接受的共通价值观，也让这部中
国古装剧跨越文化的隔阂，受到海外年轻观众的
欢迎。马中骏说：“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
统，这是电视人取之不尽的故事宝藏。但这要求
创作者将历史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艺术转化，用
创新的故事姿态来打造中国文化输出的同时，还
要学会讲述世界性的故事，用全世界观众都能看
懂的方式，把中国故事讲得更精彩、更漂亮。”

据透露， 慈文已将当代题材现实主义力作

《寻找朱莉美》收入囊中。马中骏表示，随着现实
主义影视作品的火热， 相关 IP版权价格水涨船
高是正常的。“其实，任何题材包括古装剧或者科
幻题材剧在内，都需要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而这种观照现实的电视剧创作态度，无疑也是各
种题材的国剧扬帆“出海”的引擎之一。

市场导向，模式多样
在肯定新时代国产剧走出去取得成绩的同

时，业内人士也提醒，要看到现阶段存在的不足。

上海电视节期间举行的灵河媒体畅享会上，打造
了《黄金瞳》《假如没有遇见你》等知名影视剧的
灵河文化创始人兼 CEO白一骢直言：“从市场角
度而言， 目前国产剧走出去的每一集售卖价，其
实都远低于常态市场价值。期待精品国产剧未来
在输出上获得更合理的经济效益。”

“作为目前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电视节目
类型，电视剧要进军海外市场，要充分发挥影视
企业主体作用和社会多元力量，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加强本土化运营和合作化传播，努力探索形
成电视剧的创作生产、版权交易、广告营销、点播
分成、延伸开发、股权投资、资本运作等多样化商
业模式，拓展全产业链，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力
求使效益最大化。”唐世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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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薇）

记者昨天从团市委获悉，

今年本市小学生爱心暑托
班共开设办班点 556 个，

较去年增加 10%， 覆盖所
有街道和乡镇。 各暑托班
办班点下周二起接受现场
报名，报名之前，家长需通
过“青春上海”微信公众号
填写学生信息采集表。

7月和8月各办一期
今年暑托班7月和8月

各开办一期， 其中第一期
计划时间为7月8日—7月
31日，第二期是8月1日—8

月23日。 只要具有上海小
学学籍的学生均可报名参
加（不包含幼升小学生）。

与以往一样， 暑托班
提供公益看护服务， 每期
费用约800元，包括学生午
餐、 保险、 活动耗材等费
用。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

相关费用适当减免。 暑托
班的带班人员原则上按师
生比 1 7左右配备， 每班
招生一般不超过50人，老
师和志愿者配比则为班主
任1人、志愿者不少于7人。

预计将有超过12000名大
中学生志愿者加入到暑托
班工作中。

各办班点将建立家长
微信群及时反馈学生情
况， 有条件的办班点还会
网络直播， 让家长随时了
解相关情况。

统一配送课程结合自选动作
据介绍，暑托班不仅提供看护托管、作业

辅导等服务，还开设许多兴趣拓展课程。今年
爱心暑托班将市级统一配送的课程整合为
德、智、体、美、劳五大类，其中德育、智育、美
育、 劳育将通过招投标形式采购社会组织课
程，27家社会组织将为暑托班提供超过4400

课时的课程。 市体育局作为今年新增的主办
单位， 将为所有爱心暑托班配送以足球、篮
球、武术、跆拳道、体适能、跳绳、棋类项目为
主的共21个项目体育技能培训课程， 每期10

次课程，每次45分钟。此外，市市场监管局、上
海农商银行等单位和企业也将为暑托班提供
食品安全、水资源保护、少儿财商等优质课程
资源。 各办班点也会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个性
化自选课程。

今年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由团市委、 市教
委共同牵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
局、市体育局、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财政
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学联、市慈善基金会
等共同主办。 爱心暑托班自 2014年创办以
来，已连续六年成为市政府实事项目。六年共
办班 1831个，服务小学生 17.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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