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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本报讯 （东红）近日，北京
市东城区志愿者小段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中华骨髓库北京
管理中心第 404 例捐献者，一个
月内，东城区已有三位志愿者捐
献造血干细胞。

90后的小段是一名护士，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坚守在抗
疫一线。配型成功后，她全力以
赴去挽救生命。捐献前，小段给
受捐者写了一封信：“我们素不相
识，却又紧紧联系，生命是如此玄
妙……这次捐献，让我对生命有
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们成全了
彼此。”

就在小段捐献前一周，小石

刚刚完成捐献。“我爱人很支
持，前几天我征询她意见的时
候才知道，她也是中华骨髓库
的志愿捐献者，结婚前就入库
了，只是我们彼此不知道，所以
这次我捐献她百分百支持。”

与小石不同，志愿者小楠
的母亲在得知女儿要捐献的消
息时有些顾虑，小楠就开始给
妈妈科普捐献知识，告诉她捐
献不会对身体有影响，还让妈
妈换位思考“如果今天需要帮
助的人是我，您希望对方怎么
做呢？”终于，小楠说服了母亲，
成功捐献，成为北京管理中心
第400例捐献者。

亳州将捐献造血干细胞纳入见义勇为
本报讯 （陈贝）近日，安徽省亳州市委

平安亳州建设领导办公室、市红十字会、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联合下发文件，正式将造血干
细胞捐献救人行为及其捐献者纳入见义勇为
行为认定、表彰奖励、慰问救助等范围。

亳州市红十字会自 2011 年成立中华骨
髓库安徽分库亳州工作站以来，共有3000余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12人成功捐献。

海陵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胡肖露）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海陵区红十字会在城西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下辖各村、社区干部群众积极响应
街道号召，按要求分时段前来献血。此次活
动共有 300余人参加，250人成功献血，总献
血量8.62万毫升。

二七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朱鹂宇）近日，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于建业率全体党
员干部参加“我为祖国献热血”活动。活动当
天，近30名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

上杭县森林消防大队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周继章 温绍兴）近日，福建省

龙岩市上杭县森林消防大队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活动中，党员干部模范带头、广大指战员
踊跃参与，共有53名指战员成功献血。

南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余瑶）10月 17日，江苏省南通

市开展“血脉相连，情满通城”无偿献血活动，
来自水善汇、卫岗乳业等 20多家企业、商家
的近百名员工来到现场参与活动，共计献血
1.08万毫升。

新乡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新红）10月 14日，河南省新乡

市医生刘雨辰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
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成为该市第 34位、
河南省第905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肥西县教育系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肥红）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

西县红十字会、县教体局在县委党校举行教
育系统无偿献血活动，城关各中小学组织
400余名教师参与。此次活动公有约 400位
教师参与，成功献血311人。

铜陵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马卫东）近日，安徽省铜陵市

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联
合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当天上午共
有17人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近6000毫升。

延津县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延红）近日，河南省新乡市延

津县红十字会在县中医院开展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血样采集活动，本次活动成功招募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33人。

浦口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何勇）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浦

口区星甸街道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活动中共有 400余人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近
7.04万毫升，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17例。

巢湖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管冉）近日，安徽省巢湖市红

十字组织志愿者在银屏镇卫生院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活动中，55位爱心人士共献血 1.1万
毫升。

东营区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东红）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红十字会联合山东皇室美业开展慰问活
动，为 15户遗体、角膜和器官捐献者家属和
捐献志愿者送去油、米、面等总价值11020元
的生活用品。

■ 路苗苗 曹丙昌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
出现让城市按下暂停键。山东省
济南市各行各业拧成一股绳，共
克时艰。疫情期间，济南市有 9
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从第84例到第92例。

疫情期间，他们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不聚集、不串门，但是当
得知血液病患者病情危急、急需
移植消息的时，他们毅然选择了
勇敢逆行。

初心未改，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

9月中旬，在第6个世界骨髓
捐献者日来临之际，济南市第 9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朱文龙完成
捐献。这位“95”后济南男孩是一
名法务工作者，药学专业毕业的
他，尽管职业跨界，但救人初心未
变。

2017 年 7 月，朱文龙拿到毕
业证当天，与几位同学相约在泉
城广场附近聚会，庆祝毕业。在

等待同学期间，他与好友看到济
南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固
定采集点，便和好友一起留下血
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谢谢你，好心人，希望你的
爱心捐献能挽救我爱人的生命，
我们会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当朱文龙顺利完成捐献、看到受
捐者家属写的感谢信后，激动地
说：“今年我遇到两件大事，一是
我结婚了，二是我成功捐献了造
血干细胞。”

2011年以来，济南市红十字
会创新捐献工作模式，与济南市
血液供保中心等部门合作，在全
市设置 4处固定采集点和 7条流
动采集线（采血车），方便爱心人
士随时登记、随时采集、即刻入
库，逐步搭建起市县两级红十字
会服务管理，志愿者组织活动和
宣传动员的捐献平台。

入库后，再没换过手机号

80 后女孩梁小庆如愿成为
济南第9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0年前，梁小庆在一次献血
时怀着“有朝一日救人一命”的愿
望，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
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她说：“从
入库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等待
奉献爱心挽救他人生命的机会，
多年来从未换过手机号。”

今年 6 月底，梁小庆突然接
到济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
话，得知她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
配成功。“这个电话我等了10年！
在工作人员问我愿不愿意捐献的
时候，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
了。”

梁小庆 10 年没有更换手机
号码，与济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每年进行回访、更新登记信息
等一系列工作密不可分。济南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会定期对捐献
志愿者进行回访、关怀并更新信
息，目的就是让爱延续、让爱“回
家”。

“配型成功本来就是一件概
率很低的事，如果配型成功，最终
却联系不上捐献者，那就太可惜

了。所以我们会努力克服各种困
难，想办法联系到捐献志愿者，只
为配型成功时能够顺利找到他
们。”济南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处
处长施晓雯表示。

默默付出，传递生命新希望

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幕
后，还有一支默默付出的队伍，他
们为造血干细胞捐献搭建了生命
桥梁，他们就是济南红十字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

9 月 17 日，在纪念第 6 个世
界骨髓捐献者日——济南市红十
字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队团建现
场，来自济南市红十字会、服务队
以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40 余人
参加活动。

队长潘凯介绍，服务队成立
八年多来，他们一直努力打造具
有泉城特色的造血干细胞捐献文
化品牌，坚持定期开展四个品牌
项目，分别为“不忘初心 尽我所
能”造血干细胞捐宣传活动，“大
爱髓缘 与你同行”捐献知识普及

活动，“温暖行动 让爱传递”捐献
者陪护活动，“六月风铃行动”关
爱血液病患儿活动。

“我们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全
过程全环节陪同慰问，让捐献者
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捐献，而是有
一群人在陪伴他。”潘凯说，服务
队还结合每一位捐献者个人特
点，定制个性化海报，表达对捐献
者的尊重和敬意。

截至 2020 年 9 月，济南市累
计完成志愿者血样采集入库1.75
万余份，入库数居全省前列，已全
部完成在库志愿者保留回访。同
时开展志愿者初筛 2000余人次，
再动员 1000 余人次，高分辨 236
人，体检128人，实现造血干细胞
捐献 92 例，2018、2019 实现捐献
数连续两年居全省第一位。

济南市红十字会党组副书
记、副会长郭向芳在团建活动上
表示：“92例背后，是一次次充满
爱心的善举，是一个个播撒生命
希望的故事，感谢你们，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感谢您，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济南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侧记

本报讯 （西红）近日，陕西
省西安市红十字会、莲湖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上门为古稀之年的
魏先生夫妇登记遗体器官捐献。

魏先生夫妇家住西安市莲湖
区大兴西路魏家村，老两口一直
有捐献遗体器官的想法，最近在
媒体上看到捐献器官挽救他人、
延续生命的报道后，更加坚定了
他们捐献的决心。国庆长假过
后，魏先生联系西安市红十字会，
提出希望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的心愿，但老伴因脑出血后遗

症需要照顾，自己不方便出门，希
望红十字会能上门为其办理登记
手续。

10月13日上午，市红十字会
和莲湖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冒雨
到魏先生夫妇家中，为他们办理
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手续，并颁
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证书》。魏先生高兴地说：“我 10
月12日下午才打的电话，今天下
着雨，没想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就上门来了，我们老两口多年的
心愿终于实现了！”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媒体、网络、电视等对遗体器官捐
献宣传范围不断扩大，西安市越
来越多的市民自发地参与到遗体
器官捐献工作中来，越来越多的
人认可和接受了遗体器官捐献这
一新的移风易俗观念，登记人数
逐年增加。

截至 10 月 13 日，2020 年西
安市通过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
号、官方网站和现场书面登记的
人 体 器 官 捐 献 志 愿 者 人 数 达
10214人。

西安新增10214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东城区一月内三位志愿者捐髓救人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华茂广场献血点正式投入使用，重庆
市血液中心永川分中心在此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多位市民和
志愿者踊跃参与，奉献爱心。 （陈仕川）

捐热血献爱心

本报讯 （鄞红）近日，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的王洁冬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成为鄞州区第 18
位、鄞州区卫生健康系统第 6 位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2 年 5 月 8 日，王洁冬留
下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他说：“当时没有多
想，只是觉得自己作为卫生健康
系统的一员，是应该做的。”

“一名患者与你匹配成功，如
果后续高分辨配型成功，你愿不
愿意捐献？”7 月中旬，王洁冬接
到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
话。当得知一名患者可能因他的
捐献而重获新生时，王洁冬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

王洁冬说，接到电话后，心里
既忐忑又兴奋。忐忑是因为他并
不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过程，
兴奋是因为他每天看着自己的同

事与死神赛跑，终于有一天，他
可以用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去挽
救别人的生命。

“我妻子是医务工作者，当
她知道我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
型成功后，特别支持我捐献。”
王洁冬说。

随后的高分辨和体检，王
洁冬均顺利通过。王洁冬还将
自己了解到的关于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相关知识告诉家人，父
母也支持他的决定。

从体检那天开始，王洁冬
坚持锻炼身体，清淡饮食，调整
作息，确保自己的身体状况处
在最佳状态。

“用我的一分热，点亮生命
的一线光，希望这袋‘生命种
子’可以给另一个人带去生的
希望。我会一直为远方的他加
油，祝早日康复！”

“用我一分热，点亮一线光”
宁波市鄞州区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