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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承文明

见到华友根时，他正在院子
里看书。

老人身体虽大不如前，但精
神依然矍铄。听到声音，华友根
立即起身迎接我们。

“老华，今天来看看您，感谢
您为红十字事业做出的贡献！”江
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一边说着，一边递上大米、食
用油、牛奶等物品。

屋内光线有些暗，但房间打
扫得干净整洁。

聊起捐献遗体的初衷，华友
根说，20 多年前，自己一位年仅
40多岁的战友因为尿毒症去世，
让他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

“如果当时有合适的肾脏可
以移植，他就不会死。”痛失挚友，
让华友根十分难过，“我听过一个
报道，一位药剂师在车祸身亡后，
捐出肝脏、心脏、两个肾脏和一对
角膜，拯救了4个人的生命，帮助
2 人重获光明。这太有意义了，
我也要捐献！”随后，他立即联系
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

“只要对社会有用，全部都拿
去！”华友根说。

2014年，华友根向红十字会
递交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成
为一名遗体器官志愿捐献者，也

成了一名遗体器官捐献义务宣传
员。

华友根说，在农村，入土为安
的观念还存在，但经过他不断劝
导，一些老人逐渐有了捐献意愿。
于是，他又赶到红十字会领取一
些志愿捐赠登记表，帮助有捐献
意向的乡邻实现心愿。

在乡亲们眼里，华友根是不
折不扣的“活雷锋”。提起老华，
十里八乡的村民个个交口称赞。
不仅是捐献、劝捐遗体器官，华友
根还尽己所能资助困难家庭、帮
生病邻居种田、照顾身边孤老病
患、连续十几年义务巡河保洁
……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华友根手头没有钱，就去打零工。
10 天后，他把挣来的 300 元钱全
部捐给了灾区。

2014年，华友根从广播里听
到云南地震的消息，一些孩子因
为父母去世或家庭贫困无法继续
读书。华友根来到邮局，把手头
仅有的 900元钱全部捐给灾区的
孩子们。

2020 年 6 月，70 岁的华友根
获评“江苏好人”。“我只是做了一
点点好事，党和政府就给了我这
么多荣誉，我以后一定要将好事
继续做下去。”华友根指着墙上的
荣誉证书说。

“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云南
省保山市昌宁县耈街彝族苗族乡
中心完小 11 名贫困孩子在寄来
的明信片上写道。

这些用铅笔、圆珠笔写着歪
歪扭扭字迹的明信片，一直装裱
在玻璃框里，放在家中最显眼的
位置，这些贫困孩子，也成了华友
根最大的欣慰和牵挂。2019 年
春节，他又赶在孩子们开学前汇
去了1100元钱。

西藏抗震救灾，1000 元；贵
州抗震救灾，500元；云南抗震救
灾，500元……今年疫情期间，他

又主动向湖北武汉捐款1000元。
一张张明信片，一张张汇款

收据，一份份爱心证明，记录着他
的博爱之路，奉献人生。

从 10 年前，每月 600 元养老
金，到如今的 2000 元，华友根始
终省吃俭用，攒下钱帮助他人。
为了省钱，华友根多年不买新衣，
自己学着理发，晚上舍不得开灯，
每月领到的养老金，基本都用在
了救灾捐款、扶贫助学、帮助病弱
乡邻上。

华友根粗略估算了一下，他
向云南、西藏、贵州、四川、湖北、
江苏等地救灾、救助捐款已有 10

余万元，但老人的住处，却简陋狭
窄，家具陈旧。两面墙上，贴满了
各种感谢信、各级媒体对他事迹
的报道，唯独有一份文件，他用一
个布包包在文件夹里，那是他最
看重的证书——遗体器官捐献志
愿书。

有人觉得华友根“傻”，自己
舍不得花一分钱，还拼命往外捐
钱。

“我们社区都看不下去了，提
出来帮他改善一下生活，老华死
活不肯，他就是怕给别人添麻
烦。”漕桥社区副主任张琴娅说。

“老华啊，你给云南的孩子捐
了那么多钱，自己的日子怎么过
得这么节俭啊！”第一次来他家探
望的同乡俞伯年十分惊讶，他说：

“我们早就认识，他的思想境界很
高，我们要向他学习。”

在爱心路上走了几十年，华
友根的善行义举也感染着众多乡
邻。自 2014 年率先登记捐献遗
体器官至今，他已动员10位乡邻
登记捐献遗体，是常州动员登记
捐献遗体最多的志愿者，也是常
州名副其实的“遗体劝捐第一
人”。

“红十字事业是一项光荣、神
圣的事业。活着，我要尽我所能
帮助他人；死后，我要捐出遗体器
官，服务社会。”华友根说。

南昌志愿者生日当天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周萍）近日，江西省南昌市红

十字志愿者仙仙（化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成为南昌市第29例、全国第10278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捐献当日，恰好是仙仙的23岁生日。他
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
事。”

雨花台区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雨红）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雨

花台区板桥街道孙家社区红十字会志愿者向
社区居民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活
动现场，志愿者进行了初级卫生救护知识、无
偿捐献知识的宣传，向居民宣传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重要意义，呼吁更多居民献出爱心，加
入到志愿捐献者行列。

宜丰县开展无偿献血进乡镇活动
本报讯 （邹杰峰）近日，江西省宜春市

宜丰县开展无偿献血进乡镇活动。新庄镇、
棠浦镇、澄塘镇机关及下辖各村组干部群众
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与献血。此次活动共
有 200余人参加，162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
5.76万毫升。

兴国县志愿者离世捐献眼角膜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兴

国县一位志愿者离世，捐献出一对眼角膜，这
是该县今年第3例器官组织捐献。

靖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省靖江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血站开展无偿献血活动，靖江
市农业农村局、马桥镇、华泓医院、妇幼保健
院等单位纷纷组织团体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96人捐献血液2.82万毫升。

武阳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喻佳兵）近日，江西省南昌市

南昌县红十字会联合武阳镇举办 2020 年无
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活动
中，15名干部职工献血3500毫升。

吴江区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座谈会
本报讯 （乔煜青）近日，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红十字会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座谈会，11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欢聚一堂，分享自己的捐献经历，交流体会和
感悟。

吴江区红十字会副会长杨罡昱表示，每
一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都是救人
英雄，希望大家不仅自己救人，也能为造血干
细胞捐献事业代言，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更
多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且有益社会，
带动更多人加入英雄队伍。

威海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威红）近日，山东省威海市造

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丁亮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成为威海市第81例，山东省第900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丁亮说：“捐献完成我心里非常轻松，身
体上也没有不适，感觉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我觉得能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拯救他人生
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铜川慰问遗体器官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武玲娟）近日，陕西省铜川市

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侯小洲率工作人员，先
后走访慰问50余位遗体器官志愿捐献者，了
解他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认真
听取他们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截至目前，铜川市共有66名遗体器官志
愿捐献者。

同里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沈希）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同里镇红十字会联合同里镇泓晟塑胶科
技有限公司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中，45
名志愿者参与献血，3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
髓库。

唐山退役军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汪静怡）近日，河北省唐山市

退役军人赵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唐山市第 22例、河北省第 481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泰州二中教师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省泰州市第

二中学组织教师参与无偿献血，共有16位教
师参与，献血总量4600毫升。泰州二中已连
续18年组织无偿献血活动，涌现出一大批无
偿献血模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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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安村务工作者登记捐献器官
本报讯 （南红）近日，福建省南安市村

务工作者洪如萍来到市红十字会，申请登记
成为器官志愿捐献者。

洪如萍生于1991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公
开招聘，被录用成为一名村务工作者。她说：

“我有个朋友是南安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很了
解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工作，所以我想通过
实际行动支持器官捐献事业。”

黄浦区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张鹏）近日，上海市黄浦区红

十字会联合上海交大医学院团委开展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集中入库活动，共有77名志
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近 5年来，该学院累
计有750余名志愿者入库，有9名志愿者成功
捐献。

好事做了50年，累计捐款10余万元，带头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村里有个“活雷锋”

华友根在漕桥河义务巡河保洁十几年，被称为“民间河长”

■ 周治

2006年农历8月22日，对我
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天，这天不
仅是我的40岁生日，还是我第一
次参与无偿献血的日子。

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份爱
心，是我由来已久的想法，但这个
机会来得有点晚。此前因为我的
皮肤有过敏现象，听说皮肤过敏
不能献血，否则会传染给受血者。
因此每当看到同事们献血归来，
我总是羡慕不已。办公室的老李
已经献血多次，每次献血回来他
都很开心，绘声绘色地描述献血
的经历和感受。我只好静静地听
着，呆呆地望着……

为了实现愿望，我查阅了很
多资料，遵从医嘱，加强锻炼，调
整饮食，一直坚持到 2006 年，医

生说，我符合献血条件了。我终
于可以献血了！

农历 8 月 22 日，秋雨绵绵。
女儿陪我去采血站，血站里暖意
融融，前来献血的人络绎不绝。

终于轮到我了。我带着好奇
和自豪感坐上了献血台。护士得
知我是第一次献血，为打消我的
顾虑，热情地和我聊天，详细地为
我介绍一些科普知识。

采血针扎进我的胳膊，暗红
色的血液在导管里缓缓流动，看
到扁扁的采血袋慢慢鼓起来，我
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和激动。
夙愿得偿，何其有幸！

我想，我的血液会输给哪位
受助者呢？不管是谁吧，反正我
的无偿献血生涯自此开始了。
献血完成后，值班护士给了我一
本献血证、一瓶豆浆、一个鸡蛋和

两个馒头，反复叮嘱我好好休息，
饮食要清淡，我心里暖暖的。女
儿挽着我的胳膊，问我痛不痛、怕
不怕，我很豪迈地说：“这点痛算
什么！”女儿看了我的表现，也想
献血，因为年龄不够只好放弃。
第二天，在我的鼓动和女儿的劝
导下，对献血有些害怕的妻子也
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我的第一次无偿献血，是一
个承诺，是一次尝试，也是一种传
承。拿到人生第一张献血证，我
很自豪；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我很欣慰。

我是一名无偿献血者，也是
一名无偿献血宣传者，我将初心
不改，将无偿献血的故事续写下
去，将爱和温暖传递出去。

（作者系安徽省桐城中学教
师）

我的献血故事
拿到人生第一张献血证，我很自豪；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我很欣慰

近日，“无偿献血，爱心相‘髓’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走进江苏省
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片区。

活动当天，180余名爱心市民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4.2万毫升，
11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港红）

爱心相“髓”

本报讯 （袁祖庆）近日，在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帮助下，水湖镇的闫魏芹
女士签下了遗体（角膜）捐赠登记
表和器官捐赠登记表，成为该镇
首例既捐遗体又捐器官的志愿捐
献者。

闫魏芹说，自己从网上看到

了《一个人的篮球队》的故事，深
受感动，决定登记捐献器官及遗
体。“离世后，遗体、器官还能为社
会做出贡献，那何尝不是一件好
事呢！”

做了决定之后，闫魏芹在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上进
行了捐献登记。得知长丰县红十

字会可以现场办理志愿登记手续
时，她又来到县红十字会，更详细
地了解捐赠事宜。

“不仅捐献遗体，如果我的器
官或是组织可以帮助别人，我也
愿意，能捐的都捐！”闫魏芹表示，
弟弟很支持她的义举，愿意作为
她的执行人。

本报讯 （蒙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红十字志愿者、85 后
交警小杨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自治区第 105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小杨生于 1989 年，是交通
管理大队的一名交警，平时工作
积极努力，忠诚敬业，勇于担当。
无论寒冬酷暑，他始终坚守岗
位，守护着群众的出行安全。

鼠疫防控期间，小杨接到执
勤任务，在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的
环境中整整坚守了一个月。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不分昼夜
战斗在第一线，严守岗位，履职
尽责。

铁面无私、严格执法的小杨
怀有一颗仁爱无私善良的心。
回忆起 2012年穿上红马甲成为
红十字志愿者的情景，小杨历历
在目，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
时，他经常接触到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材料，了解到造血干细胞
捐献是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最
有效的途径后，他加入了中华骨
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

2020年7月，小杨接到当地
红十字会通知，与一名白血病患
者低分辨分型相合，他当即表示
愿意向这位素昧平生的患者伸
出援手。

得到家人同意后，他在同意

书上签下名字。11 月初，小杨
在妻子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
同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
会造血干细胞采集室，为捐献做
准备。他说：“从入库到现在已
有 7 年，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
和患者之间奇妙的缘分。虽然
我与患者相隔千里，素不相识，
但是我会尽最大努力去救她，希
望她早日康复。”

捐献过程中，小杨的妻子、
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一直陪在
他身旁。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
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机关党委
书记陈立本前来慰问，高度赞扬
了小杨的无私善举，并代表自治
区红十字会为他颁发了捐献荣
誉证书和慰问金。

捐献室内，志愿者为大家读
了患者写来的感谢信：“尊敬的
好心人您好，我是患者的丈夫，
当我提笔给您写信时，我们全家
都百感交集，感激万分。本来我
们是贫困户，若不是因为您的真
诚相助，我妻子不可能实现造血
干细胞移植，是您的无私奉献给
了她光明和第二次生命，在此衷
心谢谢您，是您的善举延续了妻
子的生命……”

小杨说：“我是人民警察，为
人民服务是我的天职。我决定
把这笔慰问金转赠给她，希望她
早日战胜病魔！”

这个交警不简单
救人一命又捐钱

内蒙古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慰问金

■ 商红

黄群是河南省商丘市宁陵
县市场管理局职工，1998 年至
今，他坚持每年献血两次。目
前，他累计参与无偿献血44次，
献血总量 1.76 万毫升，被授予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
11 月 9 日一早，52 岁的黄

群来到宁陵县西关十字路口
旁。登上采血车，熟练地填表、
测试，坐下献血。

看着自己的血液静静地淌
进血袋里，黄群说：“我这是用
爱心为生命加油，我的血不知
道输进多少人的身体了。”退伍
兵黄群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豪
爽劲儿。“一个成人身体中血液
平均量约为4升左右，我现在已
经献出了全身3倍的血了！”

1998 年春天，黄群克服心
理畏惧，第一次登上献血车，献
出了400毫升血液，拿到了第一
张无偿献血证。从此以后，每
年献血两次，成了他固定的习
惯。献血时，他还喜欢“呼朋引
伴”，把朋友同事都喊上一起
去，单位里的 20多位同事都是
他带过去献血的，大家称他为

“无偿献血引领者”。
2004 年春节前，商丘血库

AB型血紧缺，影响危重病人的
手术。得知这一消息后，黄群
立即拨通了热线电话：“我是
AB 型血，如果有紧急病人，我
愿意随时到医院去献血！”

2013 年 2 月，黄群荣获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他的哥
哥黄辉也于同一天获得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金奖。亲兄弟俩同
时获得这个荣誉，在当地被传
为佳话，大家亲切称他们为“热
血兄弟”。

不仅坚持参与无偿献血，
黄群还加入了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队，与同伴一起走上街头发
放无偿献血宣传单，向人们讲
解无偿献血的好处。每当遇到
对献血有误解的人，黄群就会

“以身说法”，向人展示他强壮
有力的臂膀。

2019 年 5 月 16 日，在黄群
带动下，宁陵县6名志愿者来到
县妇幼保健院爱之源服务队，
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表，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因乐
于助人、甘于奉献，黄群荣获
2019年“商丘好人”称号。

“热血男儿”黄群：22年献出全身3倍血液

被《一个人的篮球队》故事打动，长丰县志愿者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能捐的我都愿意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