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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自始至终，是个好人
杭州“明星的哥”万力离世后捐献眼角膜

■ 钟玮

2020 年 12 月 23 日 14 时 11
分，64岁的万力停止了心跳。

杭州人对万力并不陌生。他
是曾经的“英雄的哥”、平安志愿
者、“节油冠军”、杭州市十佳的哥
之星、全国文明出租车司机、杭州

“十佳文明市民”……他去后，不
少杭州市民自发缅怀这位“老好
人”。

总是“跑偏”的好人的哥

1992年，万力从杭州剃须刀
厂驻北京总经销的岗位上离职，

“北漂”7 年后回杭。走之前，他
做了个调查，“那时全杭州才几百
辆出租车，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那
么快，我非常看好出租车行业，所
以下决心买车回来开出租车。”

那时，万力的妻子滕彩霞在
丝绸厂上班，工作忙起来也顾不
上家里。夫妻俩一合计，滕彩霞
辞了职，在家里做他的后勤。头
几年，万力勤勤恳恳，起早贪黑赚
来的辛苦钱全部给了家里。没多
久，“的哥”生涯开始跑“偏”了
——在外跑着跑着，生意少了，他
跑去做好事了。

老人出门不方便，他去接
送；高考，他加入护考出租车队
伍；路见不平，他见义勇为。过
去的报纸上有很多关于他的故
事：1999 年，万力开出租车途经
杭州半山，见一辆车停在路边，
司机已被两名持刀歹徒刺伤。
他立即打开车门冲过去，歹徒
一见形势不妙，落荒而逃；2002
年，万力第三次成为西博会志
愿者司机，贡献了一天的营业
额，免费为西博会有关活动、会
议、展览及社会困难人员服务；
2003 年起，万力加入春运志愿
者队伍，从此无论刮风下雨，每
逢春运客运场（站）运力紧张
时 ，他 的 车 子 从 未 缺 席 ；2007
年，万力从“中国汽车节油群英
会”大赛上，捧回了 1.8T 自动挡
百公里组节能赛总冠军，他去
给司机们上课，把节油经验传
授给更多司机；2012 年，同事突
发脑溢血，由万力带队，50 余名

“的哥”以“爱心接力”的方式，
帮 助 同 事 把 出 租 车 继 续 开 下
去，为他留住这份收入。

从干了 20 多年的出租车司
机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依然活跃
在杭城“的哥”圈。

杭州市红十字出租车志愿服
务队队长王勇是万力的老相识，
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2017
年，诸暨的刘女士被当地医院诊
断出急性肝衰竭，转到杭州西溪
医院救治。病人需要大量输血，
家属喊了老家亲戚来杭州帮忙，
从西溪医院到省血液中心进行定
向献血。刚好搭的是万力的车。

“万师傅心细啊，他从反光镜里一
看，四个人模样着急，马上就猜到
这家人大概要去献血的。病人每
天要输 2000毫升血液，就那么几
个亲戚，再怎么定向献血，也是杯
水车薪啊。”王勇回忆，“万力马上
来找我，我们车队后来一共凑出
20 多本献血证。他这种热心和
热情，很容易感染我们这些周围
的人。”

病重中，他做出重要决定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难免
旦夕祸福。3 年前，万力被确诊
患有恶性黑色素肿瘤。“我们认识
了这么多年，走的时候也没说上
一句话。我前阵时间还想着，万
师傅有没有好点，能不能熬过去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服务总队队长朱强荣是 2020 年

夏天知道万力病重的消息的。那
时，万力的肿瘤侵蚀全身多处。
医生说，“开刀已经没有多大意
义，保守治疗吧。”

老友相遇时，万力对朱强荣
说：“老朱，我想通了，把遗体啊角
膜啊，能用的器官都捐掉。这个
事情就正式托给你了。”

朱强荣心里很不是滋味，一
脸正色道：“兄弟，你现在不要给
我谈这个。你好好给我出院，这
一仗必须打赢了。”他说完，万力
的眼圈也红了。

“这么坚强的人也流眼泪了，
他从来不掉眼泪的。我知道他有
太多东西放心不下。”朱强荣说，

“9月份，我们志愿者微信群里在
讨论为器官捐献者的孩子们捐款
助学的活动，老万也捐钱了。我
告诉他，你留着看病，管好自己。
他不肯，发消息给我说‘我就意思
意思’。”

开头是好人，到最后也是好人

万力生前最后一段时光，眼
皮已经睁不开，嗜睡，能完整说话
的时候并不多。妻子滕彩霞一天
不离地照看他。这个过去每年都
会精心准备情人节礼物的浪漫老

公，不时陷入昏迷，嘴里说着不太
完整的话，提得最多的，是老婆、
女儿和爱心车队。

滕彩霞一个人时，只好默默
掉泪，不断回忆与老万一起的日
子，“和老万结婚，是我的福气。”
几个月来，她最难受的时候是丈
夫清醒时，反复跟她交代，“我没
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把身上能
用的都捐了。等我不在了，我的
眼睛还能看世界。”她找到朱强
荣，“我很想完成他捐献器官的愿
望”。

12 月 23 日 14 时 11 分，64 岁
的万力停止了心跳。朱强荣接到
了万力女儿万娜的电话。他从外
面回到工作室，沉重地取出一份
器官捐献志愿书带给万力妻女。
万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比从前
瘦了一大圈。他当老万只是睡着
了，噙着眼泪，俯身抱抱他，拍拍
肩膀，“不是约好还要一起去旅游
的？7 月份你还答应我，等你出
院的……”

当天，万娜签署了父亲的角
膜捐献志愿书。“爸爸说，每个年
龄段有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一辈
子好事，哪怕人要走了，最后一件
好事也要做完。

深切缅怀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红十字会举办器官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集

体登记仪式，全市超过35位捐献志愿者参与现场集体登记。仪式结
束后，大家来到位于徽陵的黄山市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纪念碑前，默
哀、鞠躬、献花，深切缅怀黄山市60位器官遗体角膜捐献者。

（庐红）

数十载坚持，只为不忘初心
——记江苏省泰兴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吴成东

向热血英雄致敬
深圳红会举办年度捐血献髓及志愿服务颁奖典礼

本报讯 （深红）2020年12月
27日下午，深圳市红十字会举行
2020年度捐血献髓及志愿服务颁
奖典礼，数百名捐血献髓及志愿服
务的优秀代表出席活动、接受表彰。

活动邀请了五位年满 65 岁
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前辈志愿
者与五位刚刚年满 18 周岁的无
偿献血青年志愿者共同登台，今
年 65 岁的志愿者周建华在颁奖
舞台上讲述她的无偿献血历程，
她在国庆节当天完成了第 200次
无偿献血，为自己25年的无偿献
血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2020 年是深圳市开展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工作 20 周年。
2001年，深圳市民潘庆伟成为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启动
后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
广东省、深圳市非血缘捐献造血
干细胞第一人。

在典礼现场，潘庆伟分享了
他的故事：1995年，他首次无偿献

血，同时成为红十字志愿者，更报
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07年，他
参与了我国最后一个骨髓分库
——西藏分库的建设。至今，潘
庆伟已经无偿献血 127次。活动
中，潘庆伟手举象征“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旗帜，传递
给深圳第100例、第200例、第380
例（同时也是广东省第1000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手中。

受助者李鹏向大家讲述了自
己成功获得捐献的温暖故事。在
节目组的精心筹划下，李鹏的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李治浩空降现
场。见到“救命恩人”，李鹏夫妇
难掩惊喜激动，过去因疾病带来
的绝望及“恩人”出现的喜出望外
一下子涌上心头，感激之情无以
言表。李鹏的妻子陈纯纯因爱人
当年的获救备受触动，怀着感恩
的心，也成为一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2019年，她非常幸运
地与一位患者配型成功，顺利地

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2020 年也是深圳市红十字

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队成立
20周年，目前深圳志愿服务队已
有注册志工人数 2938 人。李严
格是其中之一，他于 2011年成为
深圳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工
作者，至今志愿服务 1946 小时，
无偿献血 210次。李严格在颁奖
现场动情回忆，是无偿献血成为
了他和妻子王奇的月老。如今，
他和母亲、妻子都是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活动当天，陈小青等五位资
深无偿献血志愿者带领新志愿者
进行加入志愿者队伍的宣誓仪
式，将志愿服务先行者的精神传
递给新一批志愿者。

本次颁奖典礼，共有 1162人
获得 2019年度“突出贡献无偿献
血者”、2019年度“卓越贡献无偿
献血者”、2019年度“优秀志愿无
偿献血者”等11个奖项。

乐陵市15岁少年无偿捐献遗体
本报讯 （马春铭）“孩子虽

然离开了我们，但这样做也算是
对社会的一种贡献……”2020年
12 月 9日上午，山东省乐陵市人
民医院遗体捐献仪式现场，捐献
者周岩捆的父亲周玉祥低声说。

乐陵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
绍，周岩坤是乐陵市云红街道任
苏村人，父母平时以务农为生，家
中兄妹三人，周岩坤是最小的弟

弟，他平时学习优异、性格外向、
活泼开朗，是父母心目中的好孩
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在周岩
坤被确诊为白血病后，他身边的
亲朋好友、所在村镇党委政府，以
及周岩坤所在学校和社会各界都
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向周岩
坤一家送去慰问和关怀。

12月 8日晚 20时，周岩坤因
抢救无效病逝，乐陵市红十字会

迅速与德州市红十字会及山东省
红十字会联系，并协调孩子遗体
的转运、存放等。

当天，在乐陵市红十字会的
见证和协调下，乐陵市人民医院
为其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按
照周岩坤生前的愿望，顺利完成
了遗体无偿捐献，此次捐献将用
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医学研究
和教育事业。

■ 泰红

“我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感染身边更多的人投身到公益
事业中来……”这句话出自一个
淳朴的小伙。他叫吴成东，是江
苏省泰兴市新街镇吴岱村人。个
头不高，皮肤黝黑的他，用自己的
凡人善举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

2001年，血站工作人员来到
吴成东所在的学校开展宣传活
动，当时还是学生的他在得知献
血对自己身体并没有任何伤害，
还可以救人时，义无反顾地踏上
了献血之路。这一坚持就是 20
余年，如今，他已累计献血5万余
毫升，先后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和银奖，成为了不折不扣
的“献血英雄”。当被问是什么原
因让他坚持下来，他只说：“这是
积德行善的事情。”

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妻子也
成为了献血达人，2020年还加入
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儿子在 18 岁
生日这一天也是选择了去献血，

“这就作为我 18 岁的成人礼吧，
我会像爸爸那样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为社会多做贡献的。”热血少年

一脸灿烂。
献血的同时，吴成东还详细

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
识。2014年初，朋友的女儿不幸
患上白血病，在得知可以加入中
华骨髓库拯救血液病患者时，他
撸起袖子采样入库。

2019年4月，吴成东与一名7
岁的白血病小患者配型成功。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时，他
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答应捐献，但
就在确定捐献时间后不久，他的
爱人遭遇车祸，肋骨骨折加上锁
骨移位，怀着 5 个月大的宝宝也
没能保住。捐献还能进行吗？吴
成东没有退缩，他说：“如果我选
择放弃，等于我又一次放弃了一
个孩子的生命，我失去了我的孩
子，我不希望别的父母也经历这
种悲痛。”

捐献期间，吴成东将治疗中
的爱人接到泰州一起住院，一边
为自己捐献前期做准备，一边照
顾爱人。2019 年 8 月 6 日，他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泰州市
第3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人生路漫漫，他说献血之路
还要继续，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
入，以爱之名，让爱继续。

退伍军人新年前夕捐髓救人
本报讯（王金海）2020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3 时 15 分，伴随着
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退伍军
人、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秦南童
成村民韦成勇在南京中大医院
顺利捐献 26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为一名 24 岁血液病患者
送上了珍贵的“新年礼物”，胜利
完成救人使命，成为秦南镇第 2
例、盐都区第 11 例、盐城市第 63
例 、江 苏 省 第 872 例 、全 国 第
10676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韦成勇今年 42岁，2012年 3
月加入中华骨髓库，2013 年 8 月

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型成功。
他获悉后当即表示同意捐献并积
极做好准备，但因患者终止治疗
未能实施捐献。2020 年 1 月，获
悉又一次与一名幸运患者配型成
功后，他戒烟戒酒，加强锻炼，增
强体质，顺利通过高分辨和体检
等流程。

2020 年 12 月 24 日，带着军
人的使命和大家的祝福，韦成勇
奔赴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认真配合红十字会和采集医
院工作人员做好捐献前的各项准
备。12月29日上午8时30分，他
正式完成捐献。

时隔14年，九江志愿者再救同一人
本报讯 （洪永林）2020年 12

月26日下午，江西省九江市首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汪堃在湖南省
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捐献
100毫升淋巴细胞后顺利返回九
江。这是他14年后，又一次为当
初救助的患者捐献“生命种子”。

汪堃今年 52岁，1989年 8月
起，一直在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
司从事桥梁安全管理工作。他平
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至今
已累计献血近 5000 毫升。2006
年11月，38岁的汪堃到北京某医
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了这名
湖南籍白血病患者，成为九江市
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今年 11月，汪堃又一次接到
了九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电话：“14 年前你救助的一名湖
南籍白血病患者再次发病，愿不
愿意再次奉献爱心进行救助？”
汪堃说：“没有问题，我愿意去救
助。”与 14 年前捐献造血干细胞
不同的是，这次捐献的是淋巴细
胞。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他提前一个月戒烟戒酒，锻炼身
体。

12月24日，汪堃在湘雅二医
院顺利完成了淋巴细胞捐献。谈
及捐献感受，汪堃笑着说：“我多
伸一次臂膀，别人就多一份希望，
非常欣慰的是，这次捐献很顺利，
尽管对于捐献来说，我年龄偏大，
但是最终还是捐献成功了，希望
100 毫升淋巴细胞，能为受捐者
带去生命的希望！”

路桥区“生命礼赞”纪念场所落成

本报讯 （梁莉莉 林晨）为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给人体器官（遗
体、组织）捐献者亲友及公众提供一个瞻
仰、缅怀、寄托哀思的场所，近日，浙江省
台州市路桥区红十字会筹建了“生命礼
赞”纪念场所，位于螺洋街道莲花山公墓，
由“生命礼赞”博爱亭和遗体器官捐献纪
念碑两部分组成，纪念碑上刻录了人体器
官（遗体、组织）捐献者名单，供人们纪念
缅怀。

造血干细胞捐献表演唱走进灌南乡村

本报讯 （潘凌）2020年 12月 27日下午，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田楼镇三兴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广场上传来阵阵掌声。原来，灌南
县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正在这里演出。他们
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器官捐献编
入小品、淮海戏的表演唱中，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宣传无偿捐献工作，在普及红十字知
识的同时，丰富乡间群众的文化生活，受到了
热烈欢迎。

八坼街道开展2020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潘益伟）2020年 12月 29日，江
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坼街道组织广大干部职
工以及村民在双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开
展义务献血活动，大家踊跃参与、奉献爱心。
活动中，共有 144位志愿者献出了自己的温
情与爱心，8位志愿者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登记。

利津县一名“白衣天使”采集血样

本报讯 （利红）2020 年 12 月 28 日 上
午，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走进利津县中医院，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进行高分辨血样采集。据悉，该名
志愿者现为利津县中医院的一名护士，
2018 年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20
年 12 月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并同
意捐献。

句容市召开年度无偿献血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句红）近日，江苏省句容市召
开 2020 年度无偿献血工作座谈会。句容市
红十字会副会长郑所勤就如何围绕红十字会

“三献”工作中心，继续全力支持句容市开展
无偿献血工作进行了发言。句容市卫健委副
主任蒋雪平对今后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号
召社会各界更加积极投入到无偿献血公益事
业中提出了要求。

灌云县卫健委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

本报讯 （灌红）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
生局印发《关于表彰 2018-2019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榜上有名，喜获无偿献血促进奖，成为
全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

龙岩开展“热血送暖为生命接力”活动

本报讯 （章凡）为积极响应福建省龙岩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热血送暖为生命接
力”无偿献血活动的号召，弘扬无私奉献、救
死扶伤精神，1月 5日上午，龙岩市卫生监督
所组织全所干部职工，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此次献血活动，共 7名干部职工参与无
偿献血，献血量达2000毫升。

东营区志愿者获评年度网络人物

本报讯 （刘旖晗）1月 5日，由山东省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新华网共同主办的“中国
网事·感动山东 2020”年度网络人物在济南
揭晓。东营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崔博获评
2020年度网络人物。

崔博是东营爱尔眼科医院的一名眼科医
生，2020年 10月 1日国庆节与中秋节双节当
天，崔博带领一家三代 7口人登记捐献眼角
膜，感动了许多人，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延续光
明与希望的接力之中。

宜丰县无偿献血创佳绩

本报讯 （邹杰峰）日前，江西省宜春市
中心血站透露，宜丰县2020年开展团体预约
献血活动 18 场，全年累计参与献血 3658 人
次，献血总量133万毫升，同比增长1.73%，辖
区人口献血率为12.2‰，居全市前列。

镇江高校400余名大学生爱心献血

本报讯 （镇红）近日，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茅山校区联合镇江市中心血站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活动当天，共有 438位大学生
捐献血液139850毫升。

高邮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高红）2020 年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山东省高邮市临泽镇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三天来，全镇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来到临泽镇
中心卫生院无偿献血采血点，踊跃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全镇共有394人参加无偿献血，原
血采集量达131050毫升，其中23人采集了造
血干细胞血样，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

都昌县开展冬季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吕啊君）2020年12月28日，见
习生九江市都昌县卫健委在街心花园和人民
广场开展卫健系统冬季无偿献血活动。来自
县卫健委、人民医院、中医院、妇保院、普仁医
院等县直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用实际行动诠
释“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社会
正能量 。此次献血活动成功献血259人，献血
总量达到83200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