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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红十字会新碶街道芙蓉社区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
队的12名志愿者，在队长王华峰带领下来到区红十字会进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芙蓉社区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队此前已有6名志愿者加入器官捐献志愿者队
伍，此次集中捐献登记12人，目前该志愿服务队共有18人成为登记捐献者，成为该
区人体器官（角膜、遗体）捐献登记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体。目前，北仑区共有器官
（角膜、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384人，实现捐献83例。 （王兆化 陈红）

承 诺

本报讯 （陶欢欢 叶啸天
陈彦翰）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
金融学院教授沈瑞年因胰腺癌逝
世，享年 91 岁。沈老去世后，家
人根据他的遗愿，将其遗体捐献
给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

1928年 1月 19日，沈瑞年出
生于浙江省吴兴县，1951年参加
工作，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 5月 23日，71岁的沈
瑞年背着家人在北京签下一份特
殊的声明书：“为了我国医学事业
和医学教学、科学研究的进一步
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我决定
志愿无偿捐献遗体。现我郑重声

明：在我去世后，我的遗体无偿
捐献，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安排
供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使用。
我的家属和其他任何人均不得
干涉。”

住院期间，沈老在护工帮
助下，多次拖着病体下床寻找
医生、志愿者，询问遗体捐献事
宜。直到镇海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为他办理了捐献手续，他
才安心治疗。

沈老因病未能回北京，在
宁波市镇海区红十字会及家人
的帮助下，在宁波市李惠利医
院实现了捐献遗体的遗愿。

连云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获表彰
本报讯 （曲波）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

举行2019连云港“诚信汇聚力量”颁奖典礼。
赣榆区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宋体忠荣获连
云港市“诚信医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活动现场，宋体忠表示，在捐献造血干细
胞前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后，自己身体的各项
指标一直都很正常，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宋体忠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救死
扶伤是天职，希望有更多人关注、相信、理解
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一功德无量的善行。”

鼓楼区无偿献血宣传进高校
本报讯 （陆玲）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鼓

楼区红十字会走进驻区高校，开展无偿献血
宣传活动。在南京艺术学院献血活动现场，
共有 168名学生加入“南京市红十字会无偿
献血志愿者智慧管理平台”。

金山区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金丹燕）近日，上海市金山区

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张娣芳看望慰问了
该区第 42例、首例“二次捐献”者吴衡，第 4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易必林。

张娣芳表示，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是精
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吴衡和易必林用
自己的大爱奉献延续了他人生命，向社会彰
显了“金山好人”的责任与担当 ，希望两位捐
献者的大爱之举可以激励更多的金山青年参
与到这项爱的事业中。

溧水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葛润苏）近日，江苏省南京市

溧水区红十字会联合溧水区东屏街道、市血
液中心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活动中，共有122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
量 3.3 万毫升，11 人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2019 年，溧水区无偿献血血量超过
140万毫升。

平遥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平红）近日，山西省平遥县红

十字会联合晋中市中心血站在平遥县九成文
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有127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5.08万毫升。

云霄县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云红）近日，福建省漳州市云

霄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生计生局组织基层红
十字会、团体会员单位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
干细胞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共有199名志愿者成功献血，
累计献血量达 5.77万毫升，其中 8名志愿者
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衡东县去年新增登记志愿者123名
本报讯 （陈水媛）近日，根据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反馈，湖南省衡阳市衡东
县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逐年
增长，2019年新增登记志愿者123名。

河口区实现第二例遗体捐献
本报讯 （河红）近日，山东省东营市河

口区的王女士病逝，家人按照其生前遗愿，无
偿捐献出她的遗体和眼角膜。王女士成为河
口区第二位成功捐献遗体和眼角膜的志愿
者。截至2019年底，河口区共有51名志愿者
签订遗体（角膜）、器官捐献协议。

无为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为红）近日，安徽省无为市实

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捐献者为2016年加
入中华骨髓库的章女士。

全南县贫困户登记遗体器官捐献
本报讯 （全红）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全

南县古家营村两名贫困群众登记捐献遗体器
官。

馆陶县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馆红）近日，河北省邯郸市馆

陶县红十字会和志愿者共同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8名志愿者参加活动。

六合区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潘启兵）近日，江苏省南京市

六合区副区长李蓓在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
同下，来到竹镇看望该区第 6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于红，并向她送上鲜花和慰问金。

2019年11月初，于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挽救了一名血液病患儿的生命。于红表
示，捐献之后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这次经
历让自己进一步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是既
无损健康又能帮助别人的好事，她会把捐献
过程和感受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加入志
愿者队伍。

朝阳区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进高校
本报讯 （朝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红

十字会走进中国传媒大学，开展造血干细胞
血样采集活动。活动中共有 32名同学参加
血样采集，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朝阳
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现场为他们颁发了荣誉
证书。

2019年，朝阳区实现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 200例。近年来，朝阳区造血干细胞配型
成功40余例。

溧阳举办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溧红）近日，江苏省溧阳市红

十字会、市卫生健康局、市血站主办无偿献血
宣传活动。共有42名爱心人士参与献血，献
血量1.28万毫升。

本报讯 （浙红）“这件事，我
走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替我办好
……”躺在病床上的章人望艰难
地叮嘱儿子。弥留之际，她最牵
挂的就是实现遗愿——在她走后
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2019 年 12 月 24 日凌晨，91
岁的章人望因病抢救无效去世。
当天上午，章人望的脑组织、角
膜、遗体捐献仪式在市第三人民
医院举行。

“母亲在很多年前就萌生了
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念头，且一直
很坚定。作为子女，我们也算是
帮她完成了生前最后且美丽的愿
望。”章老的儿子许先生说。

章人望是绍兴人，1928年 12

月出生。1951年，浙江省第一康
复医院精神病防治所（湖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前身）成立，专门接收
来自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的士
兵，为他们进行康复治疗。看着
满身是血的士兵，章人望毅然投
身护理学专业，经过培训，成为该
院一名优秀的精神科护士。

章人望工作很敬业，战场上
受伤的士兵大多伤口血肉模糊，
她总是勇敢冲上前，跪在地上帮
伤员包扎、打针。

从1950年到1976年退休，章
人望一直在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从事护士工作。

20多年前，章老第一次向家
人提出捐献遗体的念头，没有得

到支持。信念坚定的章老，给家
人一遍遍做思想工作得到家人支
持后，老人又通过电视台，联系当
地红十字志愿者，在 2007年 8月
13日签署了捐献协议。

“我要捐献角膜，帮助盲人重
见光明！”章老拿着协议，将儿女
叫到一起，郑重宣布了这个消息。
后来，章老又陆续做出了逝后捐
献脑组织、遗体的决定，为医学科
研做最后的贡献。她一直仔细地
保存着捐献协议，住院的时候还
特意交代了医生和护士。

不久前，一向身体硬朗的章
老心脏病复发离世，家人忍着悲
痛，联系了湖州市红十字会，完成
了章老的遗愿。

本报讯 （王丹丹）1月 2日，
江苏省连云港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何青云、灌云县红十字会副会长
赵兴荣、龙苴镇纪委书记李大坤
等共同来到孙港村，上门做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家人工作，让志愿
者的母亲打消顾虑，支持捐献。

在志愿者孙加桥家中，3 名
负责人分别向孙加桥母亲详细介

绍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全过
程，并播放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的照片和捐献视频，让
孙加桥母亲了解造血干细胞是
怎么个捐法，消除了对造血干
细胞捐献的误解。

经过大家的耐心介绍，孙
加桥母亲终于放心地同意了孙
加桥的捐献决定。

本报讯 （秦红）近日，河北
省秦皇岛市红十字会、民利众和
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点
滴热血 凝聚爱心”——秦皇岛
市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定点单位
授权签约仪式。

仪式上，秦皇岛市红十字会、
民利众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现场
签约，在该公司成立红十字会并

授牌，中国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
志愿服务总队秦皇岛民利众和医
疗管理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正式
成立。

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专职副会长刘冬青表示，此次
签约是市红十字会与民营医疗机
构合作开展造血干细胞采集工作
的大胆尝试，既有利于更多爱心

市民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队伍中，救助更多血液病患者，
同时也体现了企业的社会意识、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了企业
知名度与美誉度。希望更多爱心
企业加入红十字崇高而光荣的公
益事业，共同为全市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出更多、更高水平
的新贡献。

本报讯 （晋红）2019 年 12
月，山西省先后有两位志愿者捐
献造血干细胞，为血液病患者带
去希望。

暖心爸爸的爱心奉献

12月中旬，长治志愿者小温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山西
省第17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小温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每
年参加 2 次无偿献血，至今已坚
持10余年。

2008年，小温加入了中华骨
髓库，2010年便与一名血液病患
者初配成功，毫不犹豫地表示愿
意捐献造血干细胞，但由于患者
病情原因未实现捐献，这也成了
他心中的一个遗憾。

2019 年 8 月，小温再次接到
省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名血液
病患儿初配相合，他又是一口答
应了下来。

小温的家人对造血干细胞捐
献并不太了解，怕捐献影响他的
健康，后来通过长治市红十字会
和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捐献者
的现身说法，小温也通过网络查
询相关资料给家人讲解，打消了
家人顾虑，支持他去做这件事。

得知这次是要帮助一名 7岁

的孩子时，小温说：“我自己也
有孩子，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
救他。”

捐献救人义不容辞

12月底，晋城志愿者徐先
生为一名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山西省第 175 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徐先生十几年前从部队退
伍回到家乡，在基层村委会担
任宣传委员。

日常生活中，徐先生十分
热心村集体事务和公益事业。
2017年，徐先生接触到了红十
字会，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

2019 年 9 月，徐先生接到
省红十字会通知，得知自己与
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工
作人员征询他捐献意愿时，徐
先生当即表示愿意捐献。为打
消家人疑虑，徐先生还带着爱
人来到晋城市红十字会详细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情况。

徐先生说：“我知道配型成
功有多么不容易，所以我全力
配合捐献。配型成功后捐献造
血干细胞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不需要过多考虑。”

■ 陈恩欣

近日，年仅 30岁的安徽小伙
小刘在温州意外离世，家人经过
慎重考虑，决定捐献他的肝、肾等
器官，给重症患者带去生命希望。
小刘捐献的器官，至少救助了 5
名重症患者。

2010年11月，温州市作为浙
江省首批三个试点城市之一，正
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温州市
器官（遗体、角膜）捐献志愿登记
人数达 6026人，实现人体器官捐
献111例，遗体捐献51例，角膜捐
献543例。

普及观念宣传大爱善举

器官捐献可以挽救生命，促
进医学事业发展，更是社会关爱
与思想进步的体现。然而，这项
事业需要长期的宣传和观念的普
及，才能让社会公众知晓、理解并
且接受。

温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姚庆国说：“在宣传方面，
温州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全省位
居前列。我们现在做得最多的也
是最重要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和
认同器官捐献的意义和有关政
策。”

2014年，温州市红十字会邀
请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
家陶慧敏担任红十字会公益宣传
形象大使。上任后，陶慧敏的第
一份“工作”就是参与拍摄《器官
捐献，生命永续》器官捐献公益短
片。

此后，陶慧敏参演的公益宣
传片和平面广告在温州各大媒
体、高铁站、公交站等公共场所传
播推送。这仅仅是市红十字会宣
传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第一
个动作。温州市红十字会还通过
在全市 45 家二甲以上医院建立
器官捐献宣传栏，成立生命关爱
知识讲师团开展器官（遗体、角
膜）捐献知识巡讲，开展“生命礼
赞——关爱生命健康百场活动”
进基层活动，建立器官（遗体、角
膜）捐献志愿者推荐参评“温州好
人”的长效机制等活动。

在市红十字会的大力宣传
下，越来越多的市民对器官捐献
的认知发生了转变，从原先的排
斥、不理解到后来的认同、支持并
参与。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我不知道您是谁？我只知
道您是让我能够看见光明的人！

我不知道该叫您叔叔、阿姨或是
哥哥、姐姐，但我知道，您是我心
底最最感激的人……”这是一名
眼角膜受捐者写的一封感谢信。

在 2019年市红十字会、市委
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

“生命之花永续——一封书信，道
不尽的博爱情怀”主题宣传活动
上，这封信被念出来的时候，在场
观众无不动容。

姚庆国说：“每个人都有生命
终结的那一天，如果在生命的最
后一刻，献出生命的礼物，帮助那
些需要的人们，那么死亡就不是
生命的终点，而是另外一种形式
的存在。”

温州医科大学红十字生命之
光志愿服务队指导老师林建锋
说，器官捐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
的事业。对于个体而言，它能让
面临器官衰竭的受捐者获得新
生，同时让器官捐献者的生命得
以“延续”；对于社会而言，它可以

促进医学事业发
展，社会文明进
步。

2014 年，在
市红十字会指导
下，温州医科大
学成立了浙江省
首支器官捐献宣
传志愿团队——
温州医科大学红
十字生命之光志
愿服务队。多年
来，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器官捐献
宣传活动。截至

目前，该志愿团队已促成 600 份
器官捐献志愿书的签署。

2019年10月，在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中心以及省红十字会
指导下，在市红十字会、温州市卫
生健康委、温州医科大学红十字
生命之光志愿服务队的共同努力
下，温州市率全国之先将人体器
官（遗体、角膜）捐献志愿登记信
息纳入温州市民电子健康医保卡
信息化管理系统，在捐献登记志
愿者的医保卡上展现人体器官捐
献专属的心型图标。

林建锋说，器官捐献意义非
常重大，但不能把捐献的观念强
加到他人身上，进行人为的道德
绑架。每个人都有同情心，现阶
段没参与到器官捐献工作中，并
不代表他们没有同情心。“志愿服
务队通过进校园、走社区等宣传
活动传递器官捐献、奉献爱心的
理念，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并
通过行动影响周边的人。”

给捐献者家属更多关爱

在基安山陵园红十字博爱纪
念园的博爱纪念碑上，镌刻着一
个个器官（遗体、角膜）捐献者的
名字，其中有温州本地人，也有新
温州人，有年迈者、青壮年，也有
未成年人。

红十字博爱纪念园是温州市
为纪念和缅怀爱心捐献者而专门
修建的，园内建有纪念碑和博爱
亭。每年清明时节，温州市红十
字会都会组织开展纪念全市器官
（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活动，缅
怀这些奉献爱心、挽救他人生命
的无私捐献者，让后人永远铭记
他们的善举。

人道关怀，是市红十字会除
宣传、登记、见证等工作外的另一
项重要内容。

2015年，市红十字会与温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设立

“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
用于资助家庭困难的器官捐献者
家属。

2018 年，温州市把“对促进
温州市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
献事业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纳入《温州市区户口迁入
暂行规定》政策性入户范围。

姚庆国说，器官捐献是自愿、
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然而有的
家庭因为失去的可能是家庭中唯
一的孩子或经济支柱而陷入困
境。器官捐献者为社会奉献了大
爱，他们的家属理应得到褒奖和
帮助。

温州市红十字会公益宣传形象大使陶慧敏

温暖之州 大爱之城
——浙江省温州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纪实

连云港、灌云县红会上门做工作

让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家人安心

生前为师，身后再为“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沈瑞年离世后捐献遗体

山西两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91岁“白衣天使”去世后捐献遗体
从事护士工作26年，曾救治抗美援朝伤员

秦皇岛举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定点单位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