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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公益奉献一切”
——追记安徽省宣城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首任队长柯跃武
■ 江艳 余庆
11 月 3 日凌晨 2 时，一场特
殊的告别仪式在安徽省宣城市马
山殡仪馆举行。来自市区两级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和柯跃武的亲朋
好友一起，目送遗体接收站车辆
带着柯跃武的遗体远去。
作为宣城市红十字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队首任队长，柯跃武留
下了一张张无偿献血证、一枚枚
无偿献血纪念章、一本本无偿献
血荣誉证书，一块块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奖牌……他用爱为生命
续航的故事，
令无数市民动容。

无偿献血，托起生命希望
11 月 3 日上午，柯跃武遗像
前，前来悼念的亲朋好友和市民
络绎不绝，大家含泪在柯跃武的
遗像前三鞠躬，并和他的家属紧
紧握手。
灵堂外，泪流满面的叶玉芳
抱着花圈风尘仆仆赶来，
“这么好
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她哽咽着说，一大早在朋友圈里
看到柯跃武意外去世的消息，她
连忙买了花圈，赶来见恩人最后
一面。
2015 年，叶玉芳的爱人患白
血病在芜湖弋矶山医院接受化
疗，由于化疗后造血功能较弱，病
情一度危急。情急之下，叶玉芳
想到了上网发帖求助，帖子发出
当晚，叶玉芳就接到了柯跃武的
电话，
“他在电话里询问了我丈夫
的情况，第二天一大早就从宣城
赶来，捐献了血小板”
。
此后柯跃武一直关注着叶玉
芳爱人的病情，
在后续的治疗中，

他还带来五六位志愿者为叶玉芳
的爱人捐献血小板。
“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
丈夫生病时儿子才 6 岁，要不是
他们的帮助，我不敢想象现在的
生活是什么样子，他在我们最无
助的时候帮助了我们，我要来送
他最后一程。”叶玉芳说着，眼里
又泛起了泪花。
从 1998 年 10 月 1 日首次参
与无偿献血，到今年 10 月 9 日最
后一次无偿献血。22 年来，柯跃
武共捐献全血 11 次，捐献血小板
250 次，累计献血量 7.6 万毫升，
是宣城市献血记录的保持者。
柯跃武离世后，全国无偿献
血群笼罩着悲伤的气氛，宣城少
了一位无偿献血者，患者少了一
位拯救他们的英雄，全国无偿献
血光荣榜上陨落了一颗灿烂夺目
的
“公益之星”。群友们纷纷表达
自己的哀思：
世间再无柯跃武，
无
偿献血少一人。

热心公益，勇担社会责任
作为宣城市红十字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队首任队长，柯跃武不
但自己献血，还致力于宣传无偿
献血。
“ 一个人献血百次，不如百
人献血一次。”这是他组建志愿服
务队的信条。在他的推动下，短
短几年时间里，志愿服务队人数
逾 50 名，带动了上千名市民参与
无偿献血。
现任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队队长方佳说，结识柯跃武
后，自己才算是“找到了组织”。
在认识柯跃武之前，方佳一直都
是自己一个人献血，
“2012 年加
入无偿献血队伍后，我除了参与

无偿献血，还参与无偿献血的宣
传和服务工作，柯队长是我从事
公益事业的领路人。”
在前几年的一次“血荒”中，
方佳在柯跃武带领下，奔赴各地
宣传无偿献血，通过志愿者的努
力，
很多市民踊跃献血，
很快就缓
解了“血荒”。2017 年初，柯跃武
忙于“跑遍中国省会城市献血之
旅”的计划，
推荐方佳担任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队队长。方佳说：
“我
们将继续发扬柯跃武
‘一心向善、
一生为公，两臂热血、抚慰众生’
的高尚品格，呼吁更多人加入无
偿献血队伍。”
在妻子唐军红眼里，丈夫柯
跃武是个“公益痴人”，除无偿献
血外，他还利用休息时间走进社
区或敬老院，
为孤老病残、困难人
群提供志愿服务。2011 年上半
年起，柯跃武又投入到关爱抗战
老兵的寻访和慰问中，成为民间
公益团体“全国关爱抗战老兵安

徽群”负责人。
接到求助电话的柯跃武，总
是放下手头的事立即出发。家务
事自然就落到了唐军红身上，多
年来，
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再忙
再累都不曾抱怨过。在柯跃武的
带动下，妻子和儿子也加入到公
益队伍中，唐军红签署了相关捐
献协议；儿子以无偿献血的方式
纪念自己的成人礼，如今献血总
量达 4000 余毫升。
“ 前几天还说
陪着他去看望孤寡老人，没想到
再也没有机会了。”唐军红说。
多年来，柯跃武曾先后多次
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全国珍爱生命奖章，
安徽省
“我最
感动的江淮志愿服务”优秀个人
典型、安徽省首届
“十佳献血公益
之星”，
宣城市道德模范等荣誉称
号。

捐献遗体，铸就永恒丰碑
意外发生后，陈国安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帮柯跃武的家人拨
打了红十字会的电话。目送载着
“战友”的车辆缓缓驶出视线，陈
国安既难过又欣慰。他说：
“柯跃
武生前就说过，活着的时候做公
益，去世之后也要为公益奉献。
现在他已经为公益奉献了一切。”
陈国安和柯跃武因无偿献血
相识于十多年前，两人是公益路
上的好伙伴。除无偿献血以外，
两人还发起参与了多个公益项
目。柯跃武曾和陈国安提起过捐
献遗体器官的事。在柯跃武的带
动下，陈国安也签署了遗体角膜
捐赠协议。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了
他热爱的公益事业，今后我将继
续坚持做公益。将公益项目做
好，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陈国
安说。
“早在 2011 年 5 月，柯跃武就
登记成为遗体志愿捐献者，他把
他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公益事业，
他的名字将携刻在宣城市遗体器
官捐献者纪念碑上，成为我们心
中永远的丰碑。”宣城市红十字会
负责人说，
多年来，
柯跃武用一件
件看似平凡却很有意义的事情，
诠释着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感动和鼓舞着无数的红
十字志愿者。
“ 他不仅捐献了身
体，
更是传播了一种精神。”
“我宣誓，
我自愿成为一名中
国红十字志愿者。自觉遵守中国
的法律法规，坚持红十字运动的
七项基本原则，
尽已所能，
不计报
酬，为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而工
作！”这是柯跃武成为一名红十字
志愿者的宣誓词，也是他的庄重
承诺。

“都捐，能用什么就用什么！”

示：
“ 作为医护工作者，我知道
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安全的”
“这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配
型成功，我会毫不犹豫地捐献
造血干细胞救人！”
绍 兴 市 红 十 字 会 自 2003
年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至今，已有 7522 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成功捐献 27 例。

温州战士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温红）近日，东部
战区海军某观通站战士沈华林在
浙江省温州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
希望。成为温州市第 65 例、浙江
省第 60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沈华林所在的观通站，有近
20 年的无偿献血传统。2019 年
底，驻地红十字会前往该站开展
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沈华林与

另外 47 名战友加入中华骨髓
库。
得知受捐者是一名学生
时，沈华林激动地说：
“ 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军人的宗旨，
能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是难
得的机会和宝贵的缘分。”他寄
语患者：
“ 希望你早日康复，健
康成长，将来做一名对社会有
用的人，加油！”

台州黄岩区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邵青青）近日，浙
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宁溪中心卫生
院副主任医师卢林森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黄岩区第 13 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今年 42 岁的卢林森一直热
心公益，2016 年，在一次献血时，
他主动填写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书，加入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队伍。2019 年底，卢林森接
到了区红十字会的电话，告知他
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

采集造血干细胞时，妻子
陈晓莉在一旁陪伴。
“我开始担
心捐献对身体有损害，但是他
坚持要捐献，还和我讲相关的
知识，我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
胞无损健康，
又能救人，
所以我
非常支持他。”
捐献完成后 ，卢林森说 ：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我不仅
希望自己在专业上能帮助患
者，也希望能用自己的付出帮
助患者康复。”

本报讯 （长红）近日，湖南省长沙市举
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交流会议，2017 年至
今，
长沙市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126 例。

观山湖区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观红）近日，贵州省贵阳市观
山湖区卫生健康局、区红十字会等单位联合
开展以“生命之约·大爱传递”为主题的人体
器官捐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疗志愿者
为居民提供健康知识宣传普及、义诊咨询、血
压血糖测量等服务，同时向居民介绍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希望更多人加入到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公益活动中来。

楚雄州今年实现 10 例人体器官捐献
本报讯 （楚红）近日，云南省楚雄州一
位居民意外离世，捐献出 1 个肝脏、2 个肾脏
和 2 枚眼角膜。这是今年以来，楚雄州第 10
例人体器官捐献。
自 2014 年以来，楚雄州累计实现人体器
官捐献 52 例，共捐献 164 个大器官和 90 枚角
膜，让 164 个生命垂危患者获得新生，90 名眼
疾患者重见光明。

泰州工行员工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泰红）近日，中国工商银行江
苏泰州分行本部及城区各分部员工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共有 50 余名工作人员参与，36 人
成功献血，
共捐献血液 1.04 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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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区红十字会在浦口区政府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 289 人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近 6.87 万
毫升，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23 例，164 人加入
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

孝感老人离世捐献遗体器官
本报讯 （孝红）近日，湖北省孝感市孝
南区杨店镇 79 岁的况春华老人离世，儿子陈
革遵照母亲遗愿，捐出老人的遗体和可用的
器官。
陈革是孝感市孝南区红十字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队队长，截至目前已参加无偿献血
150 余次、献血总量近 8 万毫升。他说，自己
家里有困难时，
曾得到过好心人的帮助，
所以
母亲非常支持自己参加红十字志愿服务活
动，
老人生前就决定身后捐献遗体器官，
以这
种方式回报社会。

本报讯 （福红）近日，山东省烟台市福
山区红十字会红色爱心之家志愿服务队组织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两天内，共有 73 位爱心
市民献血 2.79 万毫升。

家人叫到一起商量，大家都很
支持我们。现在捐献的人越来
越多了，想捐献的人也越来越
多。人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不如给别人留点东西。”邹花
香说。
在签署申请书时，这对相
伴几十年的夫妻彼此作为执
行人，认真、规范地签下了名
字。在选择“捐献意愿”时，邹
花香毫不犹豫地在两份申请
书 上 选 择 了“ 角 膜 、遗 体 、器
官”。她说：
“ 我和老伴商量好
了，都捐出去，能用什么就用
什么！”

长丰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袁祖庆）近日，安徽省合肥市
长丰县吴山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246 人成功献血，
献血量 7.6 万余毫升。

海拉尔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心血
站，
分别组织呼伦贝尔首旅京伦酒店、海拉尔
蒙西水泥有限公司和呼伦贝尔国大药房等多
家企业开展无偿献血献活动。活动中，共有
40 余位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总献血量 1.45
万余毫升。

戴埠镇医务人员加入中华骨髓库

绍兴 28 名“白衣天使”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郑耀）近日，浙江
省绍兴市红十字会、绍兴市中医
院联合举办医务人员集体登记捐
献造血干细胞活动，28 名医护工
作者集体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
髓库。
活动现场，28 名医护人员在
签名墙上郑重地写下名字，撸起
袖子采集了 10 毫升血液，他们表

长沙实现 126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福山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东营市东营区老夫妻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本报讯 （刘旖晗）近日，山
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来到中心医院，帮助仙河镇
的周新善和邹花香夫妇签署了遗
体、角膜和器官捐献申请书，
夫妻
俩成为东营区第 120 位、121 位遗
体器官志愿捐献者。
周新善今年 60 岁，是油田护
卫的一名退休职工，邹花香退休
前是一名幼儿教师，她说：
“ 自从
老伴查出胃癌晚期，我们就一直
想签署遗体器官捐献，谢谢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完成这个
心愿。”
“刚开始决定捐献时，
我们把

三献信息

献血车
进校园

近日，
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红十字会开展献血车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
495 名大学生参与无偿献血。
（浦红）

鄞州区132名“准护士”加入中华骨髓库

南通遗体（眼角膜）捐献网上登记系统上线
本报讯 （南红）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红十字会研发的遗体
（眼角膜）捐献登记网上报名系统
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为全省首
创。
据介绍，
该系统的使用，
极大
地方便了爱心市民登记遗体（眼
角膜）捐献。以往市民登记捐献，
需要到当地红十字会领取登记
表，
待本人及直系亲属填好后，
再
次送交给红十字会。对于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很不方
便。市红十字会为此也提供上门
送、取登记表的服务。
为便于爱心市民登记，市红
十字会今年着手研发了线上报名
系统。对于想登记遗体（眼角膜）
捐献的市民，除了到所在地红十
字会填写、提交捐献志愿书外，
还
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登记。在微信
公众号内搜索“博爱南通”，关注
微信公众号，
点击
“捐献报名”，
选

择
“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进行网上
填报，
并通过人脸录入、本人签名
等功能，进行信息确认。当地红
十字会在后台可以实时获取到报
名信息，
经过身份核实后，
再寄送
登记证。
该系统的研发使用，不仅给
行动不便的居家老人带去了便
捷，
还提高了红十字会录入、查询
志愿者信息的效率。系统运行以
来，
得到市民的普遍认可和欢迎。

南京浦口区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周健 周海燕 何
勇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爱心市民唐倩倩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浦口区第 3 位、南京市
第 82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6 年 1 月，唐倩倩在一次
无偿献血活动时加入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 1 月，
唐倩倩接到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的电话，通知她和一名血液
病 患 儿 初 配 成 功 ，相 合 度 为
100%。
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询问她

本报讯 （戴红）近日，江苏省溧阳市戴
埠镇中心卫生院 15 名医务人员集体采集造
血干细胞血样，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
为血液病患者带去希望。

是否愿意为对方捐献造血干细胞
时，唐倩倩心里有了一丝犹豫，因
为当时她和丈夫已经准备要小宝
宝了。然而，当得知患者是一名
年仅一岁半的幼儿时，唐倩倩毫
不犹豫地同意了。
父母对此却非常担心，唐倩
倩耐心地跟父母解释造血干细胞
捐献的原理和过程，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发给唐倩倩一些相关视
频，父母了解了捐献知识后，逐渐
放下了顾虑，转而积极支持女儿
的善举。

唐倩倩的工作单位了解到这
一消息后，非常支持她的义举，调
整了她手头的工作，让她有充足
的时间完成捐献和休息。单位领
导还在员工中大力宣传了她的爱
心善举，唐倩倩捐献造血干细胞
救人的事迹，一时间在单位里传
为美谈。
唐倩倩说：
“ 捐献无损健康，
举手之劳挽救生命，捐献造血干
细胞并不可怕，是值得我们去做
的好事。希望那个小宝宝早日康
复，
茁壮成长。”

本报讯 （鄞红）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红十字会联合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
理学院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
动。活动现场，共有 132 位同学符合条件，登
记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截至目前，
鄞州区共有 1800 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实现捐献 19 例。

盐都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王金海）近日，江苏省盐城市
盐都区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心血站、区文明办、
区级机关工委，开展区直机关第九次无偿献
血活动。活动中共有 87 人成功献血，献血总
量 2.39 万毫升。

兴国县举行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兴
国县总工会、县献血办在兴国县将军公园广
场举行全县职工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兴国县
近 300 名职工参加活动，当天共成功采血 103
人，
献血量达 3.77 万毫升。

西海岸新区老党员离世捐献遗体
本报讯 （王怀霞）近日，山东省青岛市
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老党员邹玉兰突发心脏
病去世，
她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大学医学院，
眼
角膜捐献给青岛眼库。老人生前曾说：
“我是
一名党员，
要带头做榜样，
这是我上交的最后
一次党费……”

正蓝旗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正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正蓝旗红十字会联合盟中心血站开
展造血干细胞采集及无偿献血活动。65 人
成功献血，总献血量 2.02 万毫升，14 人加入
中华骨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