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浙红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
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
九个月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
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谱写出气壮
山河的英雄赞歌。

多年以后，英雄老去，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他们选择捐出“自
己”，把最后的“礼物”奉献给祖国
的医学事业，成为一名“无言良
师”。

生前报效国家，身后造福社
会。在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
（遗体、组织）捐献者缅怀纪念网
站上，有多位这样的英雄。

厉立诚（男，1933.11-2011.2）
“我从 18 岁参军起，就把自

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共产党，现
在眼看着自己生命就要走到尽
头，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也算是自
己为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厉老 18 岁参军，赴朝参战，
屡立战功。战争胜利回国后，他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桂林步兵学校
并留校任教。1976年，厉立诚从
广州军区转业到浙江省云和县工
作，先后担任云和县粮食局副局
长、工业局副局长、酒厂厂长、总
工会党委书记。厉老一生艰苦朴
素，思想开明乐观。当他了解到
人去世后，遗体可用于医学研究
时，就四处打听遗体捐献的有关
程序。他说：“我决定去世后把遗
体捐献给国家，以作医疗科学研
究和医治他人疾病、挽救他人生
命之用。”并于 2010年 10月 22日
签订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2011 年 2 月 14 日，厉老辞
世。其家人遵照老人生前遗愿安
排老人后事，实现了老人捐献遗
体的愿望。“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嘱
咐我们说，‘我从18岁参军起，就
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共产
党，现在眼看着自己生命就要走
到尽头，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也算
是 自 己 为 党 做 的 最 后 一 点 贡
献。’”厉立诚长子厉俊说。家人
很支持老人的决定，他们以父亲
为豪。

张凤元（男，1924.5-2016.5）
“从小是国家的人，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自己今天的生活。所以
除了要把子女教育成才、回报国
家外，自己这一辈子也要奉献给
国家。”

张凤元是一位老革命，1940
年，当时只有 17 岁的他参了军，
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后来，张老带着老伴
来到湖州生活和工作，直到离世。
在子女的眼里，父亲的思想觉悟
很高。张凤元老先生和他的妻子
闻历波女士早在 1994年 4月 8日
就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子
女一开始不理解，但是他们还是
尊重老人的意愿。

闻历波女士也曾是军人，在
生命的最后一年，闻女士记忆力
减退，但她经常提醒孙媳妇：“遗
体捐献志愿书一定要随身带着，
万一出事了，赶紧联系浙医大。”
2019年 1月 15日，闻历波女士过
世后，和丈夫一样选择了遗体捐
献，他们的名字一起刻在了浙江
大学无语良师纪念碑上。

靳根源（男，1925.1-2016.10）
“我们早就想捐献角膜和遗

体了。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每年有
很多失明的人需要角膜移植，而
且医学院的学生学习需要人体标
本，我们就想着，自己也老了，百
年之后反正什么也没有了，如果
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就好了。”

外敌入侵中国，靳根源的父
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
地下党，为抗日救国不懈奋斗。
后来，由于内部泄密，父亲被捕牺
牲。亲眼目睹父亲被日军残忍杀
害的靳根源，毅然决定加入共产
党，加入八路军队伍。1950 年，
朝鲜战争爆发。此时他已是一名
空军宣传干事，他要求深入战场，
捕捉感人素材。之后，他在枪林
弹雨中发表了一篇篇鼓舞人心的
文章，写下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
快板书。

平安归来后，在组织介绍下，
他认识了李文英女士。那时，李
文英是一名解放军女战士，她被
靳根源热血爱国的英雄气概吸
引。他们在相互了解中，感情逐
渐升温，最后结婚并育有一子一
女。早在 2013年，靳老就和妻子
一起登记了遗体捐献，2016年 10
月，靳根源老先生过世后，捐献了

遗体和眼角膜。

胡良彦（男，1928.5-2018.2）
“死后没有必要占用土地，也

不需要繁琐的仪式让亲人再伤
心。”

胡良彦年少时就读于浙江大
学机电专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
毅然放弃学业，加入了抗美援朝
的队伍。战胜归来后，他进入浙
江省粮食干部学校工作。胡老性
格温和，对人热情。他的亲人有
过捐赠遗体的想法，这一决定影
响了他。胡老认为，自己去世后
没有必要占用土地，也不需要繁
琐的仪式让亲人再伤心，于是做
了身后捐献遗体的决定。他的夫
人在他的影响下，也和他一起登
记遗体捐献，子女们也都表示支
持。2018年2月，胡老过世后，子
女遵其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
浙江大学医学院。

洪玉琪（男，1931.3-2019.6）
“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朝鲜战

场，我幸运地活着回来了。如果
身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死后还
能发挥点余热，我这一辈子也就
圆满了。”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
国出兵援朝，开始全国范围内征
兵，洪玉琪便带头报名。他的积
极主动鼓舞了周边不少年轻的小
伙，报名人数一下子超过30人。

刚过完年，未满 20岁的他就
踏上了从军之路。“中国人民志愿
军 20 军 604180 团高射机关枪连
2排4班”，这组数字，洪玉琪记了
一辈子，这是他的连，他的班。
1952年 10月 1日国庆节，他和队

友们平安从朝鲜回国。在接受一
年多的军队训练后，1953 年，他
到解放军第三汽车学校学习驾
驶。这次学习，让他一辈子和公
路结下了缘分。

1956年，在老家待了一年多
的洪玉琪，不顾家人反对来到新
疆，在克拉玛依的全国石油运输
公司第二分公司当起了石油运输
工人，辗转于甘肃、青海。当过石
油运输工，背井离乡打拼了一辈
子，晚年回到了故乡富阳。一次，
洪老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一
名老党员在临终时，嘱托家人一
定要帮他捐献遗体。自此，捐献
遗体的想法就深深在他的内心扎
下了根。洪老在人生的最后一个
春节，还交代孩子一定要帮他完
成这个心愿。

张天引（男，1927.10.3-2019.9）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自

愿故去后将遗体捐出，用于科学
研究，这是我作为老共产党员、幸
存下来的抗战老战士最后的贡
献。”

1945 年 4 月，张天引参加新
四军，参与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
的战斗。1950年10月，他又参加
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年代，张
天引多次负伤，但他从未后悔自
己的选择。

1964 年，张天引转业后，在
湖州市物资局担任副局长职务，
直到1985年离休。2000年以后，
随着年龄增大，张老开始想身后
之事。当他从媒体上接触到器
官、遗体捐献相关信息后，觉得很
有意义，“如果自己的器官或遗体
也能捐献，就更能体现为人民服

务终生的信念”。2006 年 3 月 9
日，老人特地来到杭州登记。“生
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自愿故去
后将遗体捐出，用于科学研究，这
是我作为老共产党员、幸存下来
的抗战老战士最后的贡献。”张老
在《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上这样
写道。2019年 9月 13日，这位经
历了战火纷飞、见证了新中国成
长的老人去世了，他实现了自己
的遗愿，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吴福泉（男，1927.2-2017.4）
他出身平凡，却有着不平凡

的一生。1949年，他怀着拳拳报
国心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因
战场上受到美军细菌武器的影
响，吴福泉常年被肠炎困扰。归
国后，他回到南京军区服役，继续
保家卫国。退伍后，吴福泉来到
杭州工作，他酷爱读书，手不释
卷，认真钻研中医知识。古稀之
年，吴老产生了遗体捐献的想法，
夫人钱梅华与他的想法不谋而
合，两人都想捐献遗体。

钱梅华女士是一名仓库管理
员，退休后，她就将“为医疗事业
做贡献”作为自己的目标，积极投
身公益事业。曾是浙大附中学生
的她，在参加浙大校庆活动时第
一次接触到遗体捐献，为此她决
定身后捐献遗体。钱梅华女士对
浙大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希望用
捐献自己遗体的方式，为浙大科
学研究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钱
梅华曾说：“捐献遗体不能带来名
利，但它带来的却是比名利更为
珍贵的爱与奉献。”夫妻俩都坚
信，死亡只是一个人自然生命的
结束，遗体捐献能让人的社会生
命长存。

2016 年、2017 年，钱梅华和
吴福泉先后离世，他们的遗体捐
给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王恩松（男，1933.7-2013.4）
他幼年丧失双亲，二十岁入

党，从军三十余年，参加过解放大
西北系列战役，经历了抗美援朝
战争，也挺过了艰难的饥荒岁月。
他生前常说，自己是孤儿，没有党
和国家的培养就没有自己今天的
一切，自己不信鬼神之说，唯有坚
定共产党员的信仰不动摇。2004
年他登记成为遗体捐献者。

2013 年 4 月 5 日，王老过世
后，捐献遗体到医学院。他的妻
子夏珍芬说：“他走了，用这样的
方式让我们来想念他，我觉得他
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也要和他
一样，登记成为遗体志愿捐献
者。”

俞海青（男，1934.4-2018.7）
俞海青 1951 年入伍参加抗

美援朝战争，1957年退伍后在家
务农。2017 年 4 月生病入院后，
俞老先生签字决定去世后捐出器
官、遗体，为祖国做贡献。2018
年7月，俞海青老人过世后，他的
亲属捐献了他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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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抗美援朝老兵，也是遗体器官捐献者

谢谢您，最可爱的人

本报讯 （韦春红）近日，辽
宁省沈阳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副主
任、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王楠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辽宁省红
十字会系统专职工作者造血干细
胞捐献第一人。

王楠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参与
无偿献血，毕业后到沈阳市红十
字会工作。随着对红十字工作的
了解，这个富有爱心的小伙加入
了中华骨髓库。

2019年11月，同事欣喜地告
诉王楠，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

配成功。王楠激动不已，作为两
个孩子的父亲，他非常理解患儿
父母的心情。

为了捐献出健康的“生命种
子”，从得到消息的那一天起，王
楠开始坚持锻炼身体，每月跑步
200 公里以上，保持良好的身体
状态，时刻为捐献准备着。

9 月下旬，王楠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沈阳市第 49 例、
辽宁省第247例、全国第10205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辽宁省
红十字会系统首位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专职工作者。
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李穆为王楠颁发捐献荣
誉牌匾。沈阳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专职副会长张春青到医院看
望慰问，并为王楠颁发荣誉证书。

张春青介绍，目前沈阳市已
采样入库 1.6 万人份，49 人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希望有更多爱
心人士关注红十字事业，加入到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队伍中
来，为更多患者传递新生的希望
和力量。

沈阳红十字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辽宁省红十字会系统首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专职工作者

句容“生命接力”科普进学校
本报讯 （句红）近日，江苏省句容市红

十字会生命接力讲师团先后来到文昌中学、
华阳中学举办“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
献知识”科普讲座，给学生讲解血液、造血干
细胞的概念、作用，以及此项工作的意义。

镇江学生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镇红）近日，江苏省镇江市中

心血站献血车驶入镇江高等专科红十字学
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近300名学生报名参
加献血。

高邮7岁女童离世捐献遗体
本报讯 （高红）近日，江苏省高邮市一

名7岁女童突发疾病离世。父母忍痛决定将
女儿遗体捐献给扬州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
教育和科学研究。这是目前高邮遗体（器官）
捐献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三穗县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穗红）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红十字会、县人民医院
组织医护人员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集中
采集活动，活动当天共有11名志愿者参加血
样采集，成功采集10人。

泰州二中教职工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陈青松）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第二中学组织教师参与无偿献血活动，活动
中共有 16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 4600毫升。
多年来，该校教职工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公益
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无偿献血模范，其中多名
教师无偿献血 4000毫升以上，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营口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营红）近日，辽宁省营口市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许力航完成造血干细胞采
集，成为营口市第 8例、辽宁省第 241例造血
干细胞成功捐献者。目前，营口市已有 5740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西岗区20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杨霏）近日，辽宁省大连市西

岗区红十字会在凯旋广场献血屋开展造血干
细胞血样采集活动，20名志愿者登记加入中
华骨髓库。目前，该区已有 120余人登记入
库。

巴马县120名公务人员无偿献血
本报讯（韦明崧 韦鑫）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公务员无偿献血月”活动。活动
中，共有 120 名志愿者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4.15万毫升，缓解了近期临床用血紧张状况。

巢湖两位老人志愿捐献遗体
本报讯 （庐红）10月 19日，安徽省巢湖

市红十字会、凤凰山街道、亚父街道等工作人
员分别前往何老、高老两位老人家里，为其办
理遗体志愿捐献手续，并将遗体捐献荣誉证
书送到老人手中。

截至10月19日，巢湖市已登记遗体和人
体器官（角膜）捐献志愿者 782人，实现遗体
捐献15例。市红十字会表示，希望越来越多
的市民关注这一工作，用爱为生命接力。

东台企业员工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杨玉明）近日，位于江苏省东

台市的贺鸿电子有限公司组织员工来到流动
献血车前参与无偿献血，共有 116人报名参
与，成功献血83人，共献血2.41万毫升。

歙县老人离世捐献角膜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省黄山市歙

县王村的姚国兵老人不幸去世，捐出一对角
膜。这是今年以来，黄山市第5位捐献者，也
是第5例角膜捐献。

截至目前，黄山市一共有 54 人 74 例捐
献，分别为人体器官 5例、眼角膜 35例、遗体
33例、眼球1例。

晋中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省晋中市红

十字会以线上、线下形式开展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活动，取得良好效果。截至目前，晋中
市已累计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18例，完成志
愿者血样采集入库近3000人份。

垦利区召开志愿者座谈会
本报讯 （王春花 李海霞）10 月 21 日，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红十字会召开“生命之
约 大爱传递”志愿者座谈会，邀请 6 名遗体
（角膜）器官捐献志愿者开展座谈交流，征求
意见建议。

会议通报了垦利区遗体（角膜）器官捐献
志愿者登记、捐献情况。截至目前，垦利已有
50余人登记了遗体（角膜）器官志愿者捐献，
已有7人在身故后由家人执行了捐献。

南充开展无偿献血动
本报讯 （南红）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顺

庆区红十字会举办顺庆区第二届大型无偿献
血暨消费扶贫义卖公益活动。活动当天，23
个区级机关单位的84名干部职工献血2.2万
毫升，现场农产品义卖款3800余元。

桃源镇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桃红）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桃源镇红十字会组织无偿献血活动，机
关、村（社区）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积极响应。
活动中共有 214 人成功献血，总采血量 5.25
万毫升，18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马红）近日，安徽
省马鞍山市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
50 例庆典活动。安徽省红十字
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曹芦松，马鞍
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
会会长阚青鹤出席活动并讲话。

曹芦松在讲话中充分肯定马
鞍山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成

效，他表示，在“四方共建”模式带
动下，在“三全服务”理念引领下，
马鞍山市捐献人数一直位于全省
前列。

活动中通报了马鞍山市 8家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突出贡献单
位以及50例捐献者名单，省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大队向市造

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授旗。
马鞍山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市红十字会将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视察
马鞍山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优化
造干捐献服务，唤起更多人加入
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者队伍，用
人道精神点燃生命希望。

马鞍山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50例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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