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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
省泰州市 70 后的姜医生再次接
到了“求救电话”。原来，4 年前
自己帮助过的那名患儿，病情出
现了反复，需要他再次捐献淋巴
细胞。

姜医生没有犹豫，又一次对
这名患儿伸出援手，成为泰州首
例、江苏第6例二次捐献者。

2009 年 8 月的一天，姜医生

带着女儿出去玩，看到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正在招募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他主动登记并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2015年，姜医生接到红十
字会通知，他和一名血液病患
者初配成功。姜医生表示同意
捐献，经过高分辨体检，姜医生
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当
日，他把单位奖励的 1 万元慰
问金委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交
给患者，用于治疗。

对于二次捐献，姜医生说：
“救人救到底，没理由拒绝！”为
提高捐献质量，姜医生坚持慢
跑、健身等运动，增强体质，“再
苦再累都得坚持，我要以最佳
的身体状态迎接捐献”。

2019年12月底，姜医生成
功捐献淋巴细胞，为那名患者
带去了希望。

本报讯 （于国良）近日，58
岁的志愿者张建军第8次参与无
偿献血，目前他的献血总量为
3200 毫升。他说：“我将坚持无
偿献血到60岁，争取拿到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

张建军朴实且有爱心，他曾
是陕西省咸阳市印染厂的一名职
工，下岗后自谋职业，在咸阳二纺
医院值班室做安保工作。张建军

常说：“人活着就要为社会多做
一些善事好事。”

张建军在印染厂工作时，
多次参加无偿献血，爱人晁晓
兰对丈夫的善举非常支持。

令张建军欣慰的是，儿子
张磊同样有一颗善良纯朴的
心，在宝鸡桥梁厂工作不久的
他，已经两次参加单位组织的
无偿献血活动了。

“救人救到底，没理由拒绝！”
70后医生两次捐献救同一患儿

姜医生成功捐献淋巴细胞

鼓楼区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陆玲）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鼓
楼区程女士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该区第 16
位、南京市第75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千人献血
本报讯 （高明）近日，山东省烟台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开展了为期两天的献血车进校
园活动，共有 1083名师生参与无偿献血，献
血量30.15万毫升。

乐余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孙雯）近日，江苏省张家港市

乐余镇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血样集中
采样活动。活动中，有 6名市民加入中华骨
髓库。当天共采血 130 人，献血量达 3.64 万
毫升。

一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小伙说：“如果有
一天我配型成功了，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为患
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苏州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苏红）近日，江苏省苏州市第

九人民医院的吴先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
集，成为吴江第13位、苏州市第166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今年39岁的吴先生，是苏州市第九人民
医院宣传处的工作人员，他在2018年加入中
华骨髓库。为顺利捐献，原本体重不到 120
斤的吴先生给自己制定了增肥计划。

吴先生说：“我得尽可能让自己吃得壮一
点，把体质调理好了，对捐献有好处。”他表
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为血
液病患者带去更多希望。

威海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获评“道德模范”
本报讯 （威红）近日，山东省威海市举

行第六届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威海市第68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许文龙、第69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林亚军荣获全市助人为乐
道德模范，威海市第 3例、荣成市第 1例器官
捐献志愿者赵丹的母亲张云华女士荣获全市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温州红十字志愿者获表彰
本报讯 （鹿红）近日，浙江省温州市红

十字博爱应急献血志愿服务队队长、“献血大
王”张平被授予第四届鹿城区道德模范助人
为乐模范称号。

张平的颁奖词写道：“你虽身份平凡，但
却形象高大。16年来无偿献血 200多次，是
温州目前献血次数最多的无偿献血者；你用
满腔热血温暖社会，却不满足于一个人的贡
献，你积极组织爱心人士参加无偿献血和造
血干细胞采样活动，为许许多多病患带来生
命的希望。”

吴江区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吴红）“休养得不错，还胖了

呢！”近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钱云鹤对前来
探望自己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说。

2019年12月，钱云鹤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成为吴江区第 14名成功捐献者，也是吴
江公安系统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

近年来，吴江区红十字会年年超额完成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任务，目前已有2300余
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利津县红十字干部签署角膜捐献协议
本报讯 （利红）近日，山东省东营市利

津县一名红十字会干部签署角膜捐献协议，
并办理了相关手续，登记成为一名捐献志愿
者。

截至目前，利津县共有遗体捐献登记志
愿者 10人，角膜捐献登记志愿者 14人，人体
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10人。

泰州学院为失独家庭病患献血
本报讯 （杨蓉）近日，江苏省泰州市泰

州学院红十字会以失独家庭病患为特定关爱
对象，在校内开展“大学生为失独家庭病患献
血”活动，共有180名学生参加献血。

天长启动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天红）近日，安徽省天长市红

十字会启动2020年“文明天长，血脉相连”无
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市红十
字志愿者、跑步协会志愿者参加活动。

阳山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阳红）近日，江苏省无锡市惠

山区阳山镇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300余名爱心人士参与。

桐乡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大红）近日，浙江省桐乡市大

麻镇90后的小伙小黄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桐乡市第7例、浙江省第546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近年来，桐乡市红十字会大力开展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全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入
库人数已达1033人，实现捐献6例。

■ 董进

如果还活着 ，澳大利亚青年
菲利普（Phillip Andrew Hancock）
今年29岁了。因为疾病，他的生
命定格在 2018年 5月 9日。按照
菲利普生前心愿，他的器官分别
捐给了 5 名中国人，成为重庆市
首位涉外器官捐献者。

菲利普生前曾有一个梦想，
希望组建一支乐队。如今，5 名
受捐者组建了“一个人的乐队”，
完成菲利普未竟的梦想。1 月
12 日，5 名受捐者齐聚重庆，进
入录音棚排练。两个多月后，他
们将站上舞台，和“菲利普”一起
演出。

催人泪下的一封信
你走了，把希望留给世界

近日，第四季《见字如面》公
益先导片上线，西南大学外教菲
利普捐献器官的故事催人泪下，
音乐人小柯现场朗读捐赠者父亲
写的一封信，令无数网友感动落
泪。

菲利普喜欢弹吉他、唱歌，
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成为重庆
西南大学的一名外教。2018年 5
月 9日，27 岁的菲利普因病医治
无效，不幸离世。在重庆市红十
字会的协调和见证下，菲利普的

父母捐献出他的多个器官。他
们的大爱之举，让 3 名中国人得
到重生，两名中国人重获光明。

菲利普生前很喜欢音乐，为
了实现他的梦想，5 名受捐者组
建了“一个人的乐队”。

得知这一消息后，菲利普 63
岁的父亲彼得·汉考克写了一封
家书给阴阳两隔的爱子：“你走
了，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礼物
是希望。5个等待已久的生命因
你重获新生，我和你母亲知道你
还活着，从未离开。空气中还有
你的气息，你还在亲历这个精彩
的世界，你就是他们，他们和你一
样。我们失去了一个菲利普，却
获得了五个菲利普……”

5个生命获得新生
“菲利普”走进他们身体

2018年 5月 9日前，5个家庭
正在遭受着各自的不幸。

40 岁的伍俊是成都一家医
院的外科医生，2016年查出肝脏
坏死后，日渐消瘦的他吃不下饭
也没力气走路，只能上午上班下
午休息，最危急的时候还收到过
病危通知书。

36岁的茉莉是四川遂宁人，
因肾衰竭患上尿毒症，靠吃药和
透析维持生命，每个月都要去医
院检查，养家的重担全部落在丈

夫一人肩上。
33 岁的陈贤军是大足的一

名货车司机，因为视力下降，他不
仅工作受影响，连单独出行都有
问题。

53 岁的谭到碧是奉节九洞
乡的普通农妇，她在 25 岁时患
上慢性角膜炎，双角膜坏死，最
后完全失明，只能靠摸索煮饭种
地。

50 岁的陈景钟四年前患上
严重肾病，作为骨伤科医生的他，
常常偷偷落泪，一次次的透析，让
他感到了绝望。

2018 年 5 月 9 日，菲利普离
开了，他捐献出的器官在 6 个小
时内送到这 5 名患者所在的医
院。伍俊是肝移植受体，茉莉是
左肾移植受体，陈贤军接受了左
角膜，谭到碧接受了右角膜，陈景
钟是右肾移植受体。

这一天，成为5个人的“重生
日”。

一年后组建乐队
完成菲利普未竟梦想

纱布缓缓揭开，谭到碧看着
眼前的女儿，泪水溢出眼眶。她
终于不用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
了。再次见到光明的陈贤军，感
觉“死而后生”。

手术后第 7 个月，茉莉重新

开始上班，以前偶尔还会感冒的
她，如今身体似乎比以前更健康
了。伍俊和陈景钟的身体也恢
复得很快很好，5 个人的手术都
很成功。

2019 年 3 月 31 日清明节前
夕，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
念活动中，菲利普的父母远渡重
洋，来到重庆人体器官捐献纪念
园内为菲利普特别设立的纪念碑
前。彼得·汉考克先生含泪亲吻
照片上的儿子，并提起儿子生前
特别希望组建一个乐队。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想替菲利
普实现梦想。

2019 年 8 月，当工作人员联
系 5 名受助者提出这一想法时，
得到的答复完全一样：“我愿意，
我愿意实现菲利普的梦想！”

就这样，5 个受助者组建起
“一个人的乐队”，这既是乐队名
称，也是一支只属于菲利普“一个
人”的乐队。

茉莉说：“这是一种很奇妙的
感觉，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有
另一个人在自己身体里，同时这
个人也在其他人身体里。”

即将登台演出
感恩所有器官捐献者

组建乐队并不容易，之前 5

个人对于音乐都没有太多研究，
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伍俊负责吉
他，陈贤军负责贝斯，谭到碧和
茉莉负责沙锤，陈景钟负责手
铃。

5 个人不在同一座城市，因
此没办法常在一起排练。他们一
起建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分享
各种音乐学习技巧，并互相关心
彼此的身体状况。

乐队的 5 名成员，各自在家
加紧排练。以前擅长口琴的伍
俊，如今一有空就练和弦；陈贤军
也慢慢地能用贝斯弹奏出成调的
音乐；谭到碧担心自己拖乐队后
腿，在做饭或种菜空隙，都要把沙
锤拿出来练一练。

“以前没有音乐细胞，但现在
感觉自己对音乐特别敏感，或许
是菲利普在给我们加油！”茉莉笑
着说。

两个多月后，“一个人的乐
队”将会在 2020 年全国人体器
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上登台亮
相，他们的两首演出曲目，一首
是《重生》，另一首是《感受生
命》。

“一个人的乐队”将用这场
演出，献给带给他们重生的菲利
普，以及所有的人体器官捐献
者。

（文中受捐者均为化名）

5名器官受捐者组成“一个人的乐队”，只为实现器官捐献者未竟的梦想

为生命而歌唱

■ 南红

2019年 12月 8日，福建省南
平市第一医院医生邱必成离世，
年仅42岁。家人根据他的遗愿，
捐出他的眼角膜和遗体。

优秀的援疆医生

邱必成生前是一位优秀的援
疆医生，无论搞科研，还是做临
床，他始终孜孜以求，不懈奋斗。

2012年，邱必成主动请缨前
往援疆，被评为昌吉州优秀卫生
援疆技术干部、第七批省市优秀
援疆干部人才，并获得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授予的第七批省市援疆工作先进
个人二等功。

邱必成擅长骨科四肢创伤、
关节疾病与人工关节置换、运动
医学等，在骨科各个领域表现优
异，尤其在运动医学方面成就突

出，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邱必成

忍着痛疼，坚持上台手术。他手
把手地教他的下级医生黄杰鑫肩
关节镜的手术要领，嘱咐黄杰鑫
看自己的工作笔记，他希望医院
的关节镜技术能取得更大进步。

无私的大体老师

2019 年 7 月，邱必成被诊断
为结肠癌。身为医生，他深知此
种疾病的凶险，对妻子说：“我最
多只有5个多月。”

多陪陪家人，站好最后一班
岗，是邱必成的梦想。

外出治疗期间，邱必成不顾
身体不适，处处留心，用心把先进
的管理经验与就诊流程拍下来，
发给相关科室以供学习。回来
后，每当身体有所好转，他又回到
工作岗位上，门诊、手术，指导病
案质量检查……

2019 年 11 月，在弥留之际，
邱必成毅然决定把自己的眼角膜
及遗体捐献出来，用于医学研究。

他说：“一对眼角膜可以帮助
3 个患者重见光明。我学医时，
很少有大体老师供实践操作，现
在我可以把遗体留给母校，留给
我的学弟学妹们……”

生前是优秀的援疆医生，身后是无私的大体老师

邱必成：最后的礼物献给医学

2019年12月3日，邱必成签下遗体捐献自愿书

近日，福建省泉州市红十字会举行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
活动，19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泉红）入 库

本报讯 （白红）近日，甘肃
省白银市举行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公益宣传活动。

白银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
利民表示，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
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公益事业，是
造福人类的善举。希望有更多
爱心市民积极行动起来，相信科
学，正确对待疾病和死亡，加入
到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队伍中来，用爱心和奉献，使生
命得到持续与传承，让文明以另
一种力量延续，让社会变得更加

美好。
活动中，有 8 名志愿者现

场签订了捐献协议书。
白银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自 2013年开展以来，随
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相关
知识、信息的宣传普及，进行咨
询和办理登记的人数逐年增
加。截至目前，白银市办理遗
体器官捐献登记的志愿者 150
人，完成器官捐献2人，捐献器
官 6个，角膜 1对，完成遗体捐
献5人。

本报讯 （肖成树 彭灿波）
“哪怕再问我一万次愿不愿意捐
献，我也会回答你一万零一次：
我愿意！”近日，来自湖南省长沙
市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刘萌在
湖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会议上义无反顾地说。

当日，湖南省召开造血干细
胞捐献工作总结会议暨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会议，对2018年
至 2019 年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先进集体、优秀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进行表彰，并开展
了业务知识和宣传工作培训。

会上，来自四川省成都市
的造血干细胞受捐者刘嘉向湖
南省红十字会捐款 10万元，用
于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他
说：“湖南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是我的第二个家。”

来自全省各市州红十字会
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者、捐
献者、受捐者、志愿者共 70 余
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 （西红）近日，陕西
省西安市红十字会举办急救员培
训班，95名市民参加培训。

开课前，救护培训师资向学

员介绍了红十字天使计划和“三
献”工作，现场共有 52 名学员填
写器官捐献登记表。

近年来，西安市红十字会通

过将“三救”“三献”宣传工作与救
护培训课堂相结合，取得了较好
效果。2019 年通过救护培训课
堂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有 770
人，占全西安市红十字会系统登
记人数80％。

西安52名志愿者登记捐献器官

湖南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总结会

张建军：坚持献血到60岁

白银举行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