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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河口区遗体器官捐献宣传工作进社区

本报讯 （邵艳芳）2020年 12月 24日，山
东省东营市河口区红十字会在河宁社区开展
遗体器官捐献主题宣传活动，邀请区人民医
院程主任讲解常见眼病的预防和治疗，让大
家了解常见眼病的家庭处理方法，重点介绍
了角膜及器官捐献的意义。志愿者现场发放
遗体（角膜）、器官捐献知识宣传手册 200余
份，现场解答群众提问 12个，对大家关心的
捐献事项进行逐项解答。

赣州市成功实现4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严小梅）2020年 12月 21日，江
西省赣州市第39例、第4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肖隆兴和吕曜华捐献归来欢迎仪式在赣州
市红十字会会议室举行。赣州市红十字会率
全国市级红十字会之先设立造血干细胞工作
站，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工作站。截至
目前，全市有一万余名志愿者加入了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功实现40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

灵石县成立“三献”宣传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灵红）2020年 12月 24日上午，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红十字“三献”宣传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并举行授旗仪式。晋中市红
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服务总队晋中市分队、晋中市中心血站以及
灵石县卫健局、灵石县医疗集团、灵石县红十
字会相关人员参加授旗仪式。

蒲城红会联合税务局开展无偿献血

本报讯 （蒲红）2020年 12月 24日，陕西
省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联合蒲城县税务局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税务局40余名干部职工
参加献血，累计献血量6000毫升。

练市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施旭明）新年伊始，浙江省湖
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
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入库活动。前来献血的
爱心人士早早排起长队，依次接受体温测
量、健康征询、信息登记、血压测量等，之后
再进行血液检验、献血，整个过程秩序井
然。同时，志愿者们积极向献血者宣传无
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常识，叮
嘱献血后的注意事项。当天共有 44 人成
功献血，献血量 12900 毫升，并有 2 名爱心
人士采样入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

东台消防队员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杨玉明）近日，天气变冷，血液
库存骤减。江苏省东台市消防救援大队得知
情况后紧急发出号召，积极组织适宜的指战
员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凝聚爱心。

宜丰县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

本报讯 （宜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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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表彰 2018-2019年度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国卫医发

〔2020〕28号），对2018-2019年度在无偿献血
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
彰。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税务局获“全国无
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县卫健委邹杰峰获

“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个人奖”，成为江西省
唯一同时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和个
人奖殊荣的县（市、区）。

南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进社区宣传

本报讯（南红）1月9日至10日，江苏省
南通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来到狼山
街道新港花苑社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志愿
服务，向过往的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答疑解
惑、动员大家关心和支持无偿献血工作。两
天里，共成功采集 53 人次，献血量 18600 毫
升。

漳浦县捐献热血造干志愿服务队成立

本报讯 （漳红）1月 9日，福建省漳州市
漳浦县红十字捐献热血造干志愿服务队成
立，志愿服务队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秉承“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积极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服务工作。

剑河县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潘志华）日前，贵州省黔东南州
中心血站的采血车深入剑河县开展采集无偿
献血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按序进行登记、填表、量血压、测血型等，
顺利通过之后进行采血。据统计，此次完成
了采集义务献血 423人，总献血量 142800毫
升。

龙岩无偿献血工作获国家表彰

本报讯 （龙红）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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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表彰 2018-2019年度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国卫医发

〔2020〕28号），龙岩市再次获得“无偿献血先
进省（市）奖”，这是自 2006年以来龙岩市连
续第七次蝉联此荣誉。

合肥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

本报讯 （庐红）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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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表彰 2018-2019年度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国卫医
发〔2020〕28号），对 2018年至 2019年度无偿
献血先进省市、单位、个人进行了表彰，合
肥市第七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称
号。

见证：生命的礼物
——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会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见证者笔记

■ 周萍

2020 年，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经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和洪涝灾害中，大爱之行没有停
止，一年来，南昌市实现遗体和人
体器官捐献53例。

捐献者中，年龄最大的 95
岁，最小的只有 36 天。作为他
们大爱的见证者，我被深深感
动，记录某些片段，以作缅怀和
祝福。

襁褓

晨晨是位只在人世间停留
了 36 天的小天使。“医生推断这
是遗传基因问题，很罕见，要等
送上海检测，目前医学还未达到
救治的水平，要我们做好最坏的
打算。上海还没传来消息，他的
眼睛就已永远地闭上了，今天我
们把他捐出来做医学研究，是想
看看能不能找到方法以后救治
别人，这样，他也算没有白到我
家来。”就这样，这位小天使成为
我市今年第一例最小的“大体老
师”。

芊芊是一名十月大的宝宝，
因为发生意外，家人把她送到县
医院，接着转至市医院、省一附

院，最终还是进入脑死亡状态，在
儿童重症监护室里靠呼吸机维持
着。家人悲痛地纠结了两天后，
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

几小时之后，她的肝脏护送
到了天津，救治一位已经靠人工
肝生存的儿童，她的肾脏也在上
海找到了新的主人。“命啊！也许
她来就是为了救别人的。”她的妈
妈靠在我肩上这样说。

垂髻

七岁的瑶瑶，送进ICU就没
能出来。悲痛不能自已的父母决
定捐献她的眼角膜和遗体。一对
眼角膜让北京地区的两位患者重
见光明。

她的妈妈在朋友圈里写道：
“不知道你在那边好不好、冷不
冷？妈妈好想你！”看到照片里小
姑娘那对明亮清澈的眼睛，我泪
目，回复说：她在北京很好，那里
冬天有暖气，一点也不冷。

及笄

花季少女娟娟，因一场车祸，
在医院抢救了近一个月，最终还
是难以挽回鲜活的生命。爸妈眼
里的乖乖女、老师眼里的好学生、
姐姐眼里的靓妹妹、弟妹眼里的

俏姐姐，就这样走了。弥留之际，
家人共同做了一个艰难而且纠结
的决定：捐献器官，救助他人。生
命再接力，她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婷婷的病，反反复复治了好
多年。这一次，她知道自己挺不
住了。她对妈妈说：“你不要难
过，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和
弟弟。你帮我把身体里有用的
部分都捐献出去，帮助别人，就
像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虽然家里的一些亲戚不太赞同，
但婷婷的父母坚持尊重女儿的
决定。

壮年

一场交通事故，让还差几天
就要过 33 岁生日的文文再也没
能醒来。年近六旬的父亲，承受
巨大悲痛替他做出了无偿捐献器
官的决定，他的一肝、两肾、一心、
两肺还有眼角膜，让 8 个人重获
新生。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
是一个优秀的士兵、退伍军人，他
若知道自己能帮助那么多人一定
会很开心，我帮他做了这个决定，
相信他会感谢我。”

41 岁的莉莉是家里的独生
女，是爹妈宠爱的宝贝，却因癌症
不能承欢父母膝下。从小父母就

很尊重她的意愿，这一次，虽然千
般不舍、万般不忍，泣不成声，却
还是颤抖着手，签下了捐献遗体
的确认书，替女儿完成了她最后
的心愿。

花甲

魏女士的生命停在了 61 岁
这年，她的儿子告诉我：“不久前
在网上登记的，今天就成了事
实。”

我很小心地问他，为什么会
在网上登记？他说是自己收到了
网上登记后邮寄过来的卡，妈妈
看到了就问他，还让给她也办登
记。“我们只是想让自己的最后变
得不一样。”

两个月后，他给我发来消息：
周姐，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她对我的影响极其深远，她的同
学和朋友直到现在也不敢相信她
已离开这个世界，她开朗活泼、乐
于助人、与众不同的性格是我们
永远的精神领袖，也将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

耄耋

这位 95 岁高龄的老人名叫
刘善文，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很多年

前，他就办了登记。”他八十多岁
的老伴说，“他为人很低调，也很
满足。他说跟他一起打仗的战友
都不在了，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
福，更何况现生活还这么富足。
能奉献的都奉献了，你们要为我
感到高兴。”

为他送行的亲人有30多人，
捐献车堵在路上时，老人的女儿
提出要在现场登记，“爸爸就是我
们的榜样”。我告诉她这个需要
儿女同意，她说，我就一个女儿，
30多岁了，她自己很早就在网上
登记过了，不会有问题。因为当
时她女儿不在身边不能现场登记
签字，我便告诉如何在网上完成
登记。她的嫂子、姐姐、妹妹、妈
妈，都在网上成功登记，其他几位
亲人也表示等送走老人也上网登
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
样一位老人，经历战争的洗礼，将
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国家，这种
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在他的家庭
中传承。我深受震憾！

生命之约，大爱传递！伟大
的捐献者在最后一刻，送出了“生
命的礼物”。我见证了这些大爱
传递的过程，也将继续行走在见
证大爱的路上。

新年献血
1月5日至8日，又一波寒潮来临之际，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阳

山镇开启新年献血活动。为期四天的献血活动中，先后共有316民
热心群众成功献血，其中30人捐献成分血。 （阳红）

19年献血55次

平凡人的不平凡

四川实现第3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姚介）1 月 6 日，

2021年元旦刚过，四川迎来了第
3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采集，捐献者肖先生
的 261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顺
利地分离到特制的采血袋中。北
京移植医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赶来成都带走了这宝贵的爱心礼
物，去挽救一名身患再生障碍性
贫血的年轻小伙。

肖先生个子不高，戴着一副
黑边框眼睛，出生广安的他目前
在攀枝花工作。谈起这次捐献，
肖先生亲朋好友都很支持他。离
开攀枝花之前，肖先生告诉正在
读初中的儿子：“每个生命都值得
尊重和敬畏，既然决定了去帮助
别人，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知道自己的爸爸要用造血干细胞
去延续一个大哥哥的生命，儿子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他告诉肖
先生，长大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
去帮助别人。

从 2003年开始，肖先生至今

已献血 27 次，献血量达 10300 毫
升。2013 年 3 月，肖先生加入中
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他回忆，第一次接
到四川省红十字会的电话，被告
之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次配型成
功时，心里一阵激动，想着这个世
界上有一个人需要得到他的帮助
才能够延续生命，是多么神奇而
难得的一件事。

之后，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并决定捐
献。征求妻子、母亲和儿子的意
见时，家人都很支持他。母亲对
他说：“捐献对身体没有什么损
害，还可以拯救那么年轻的生命，
那就应该去帮助别人。”

捐献当天，移植医院的工作
人员带来了患者给他的感谢信。

“尊敬的好心人叔叔：您好！
……我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已经
好多年了，前几年我通过定期服
用药物可以正常学习和生活，但
疾病的存在给我的身心都造成了

一定的压力……2020年初，已经
得到控制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突然
复发，药物治疗不再有明显的效
果，必须通过输注红细胞和血小
板维持生命，不得已只能考虑造
血干细胞移植手术。通过中华骨
髓库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愿意向
我伸出援助之手的恩人您，是您
在我人生陷入黑暗之后照进的一
束温暖的光，让我有了继续前进
的希望和勇气……”

读信时，肖先生的眼眶湿润
了，生命是如此脆弱又宝贵，自己
的援手将使这生命再次焕发出光
彩，他的内心也被温暖了。

造血干细胞采集前，肖先生
为那名血液病小伙子准备了爱心
满满的卡片。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正因
我 14年的献血和 7年的等待，让
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结下这难得的
缘分。我愿赠你一盏莲心灯，伴
你度过黎明前的时光。爱你的大
朋友。”

■ 昭红

杨道德，云南省昭通市献血
志愿者中的“明星”，疫情期间的

“最美理发师”。从小在昭通城东
后街长大的杨道德，像每一个平
凡的昭通人那样长大、成家，如今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经营着一家

“变发沙龙”美发店。这样普通的
他，却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做平凡
又不平凡的贡献。

他说当年自己是“愤青”，也
曾青春躁动、热血叛逆，2001年，

“第一次献血，是瞒着家人，偷偷
去的，那天我过 18 岁生日嘛，寻
思做点有意义的事，想去想来，
决定去献血。后来，有时间就去
献血；我的家人、朋友、员工，也
被带着去……”到现在为止，杨
道德一共献血 55 次，其中全血
13 次，机采血小板 42 次，个人累
计献血量 13400 毫升。2019 年 5
月 1 日，他捐献血样加入中华骨
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2019年，杨道德获得了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
局联合颁发的“2016—2017 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2020年疫情期间，杨道德歇
业不歇工，义务为昭阳区南城派
出所、昭通市公安局等抗疫一线
的 110余名工作人员理发。工作
之余，他还热心于各种公益活动：
为鲁甸“8·03”地震灾区捐款，参
加昭通中心血站“为爱热血奔跑”
献血宣传活动，去敬老院为老人
们免费理发，为烧伤患者募捐善
款。

“我最幸福的是，无论做什
么事情，特别是做公益，父母和
媳妇都很支持。”说起献血的初
衷和打算，杨道德态度很坚决：

“到现在，献血快 20 年了，我要
把献血这个利人利己的事情继
续做下去。我觉得，一个人的人
生应该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
西，至少老了以后会觉得我趁年
轻时干过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
事情，而不是碌碌无为地就过
了。”

16年前父亲重获新生，16年后女儿捐献希望

江苏徐州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破百例
本报讯（吴文俊）1月 11日，

江苏省徐州市非血缘造血干细
胞捐献第 100例在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12日，该医院在校研究生石睿又
顺利完成采集捐献，至此，徐州
市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数超

百例。
徐州市自 2002 年启动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截至目前，
已有 1.65万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100多名志愿者为非亲缘血液病
患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
总数位列全省第二名。

■ 宁红

2020年最后一天，中国科学
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
二医院）抢救室发生了令人感动
的一幕。

“淑宝，爸爸妈妈帮你做了捐
献器官的决定，你一定会理解爸
爸妈妈吧？”告别的时间到了，看
着沉睡不醒的女儿，王先生夫妇
再一次哭得肝肠寸断。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一场意
外打断了王先生一家的幸福生
活。女儿不幸遭遇车祸，王先生
赶到医院时，女儿已被送入抢救
室。医生竭尽所能，却没能救回
美丽的姑娘。

“脑死亡。”听到医生的宣判，
王先生大脑一片空白，他怎么也
想不明白，几个小时前还跟自己
撒娇的女儿突然就要跟自己阴阳
两隔了？

车祸之后的一星期，一家人
从最初的期待奇迹，到慢慢地直
面残酷现实。那天，王先生主动

找到女儿的主治医生：“医生，我
想帮女儿捐献器官！”

接到电话，鄞州区第二医院
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器官捐献
协调员章娉立即赶到中国科学院
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见到章娉，
王先生泪流满面，“我终于有机会
报恩了。”

原来，16年前王先生不幸患
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在鄞州二
院接受了肾移植得以重生，从
此在他心中，宁波就是他的第二
故乡。他说，他永远忘不了当初
重病时的绝望，更忘不了肾移植
后重获新生的喜悦。这次女儿
不幸出了意外，眼看救治无望，
他就想着，如果能够用女儿的器
官给他人带去生的希望，那也一
定是女儿的愿望，因为女儿平时
是那么善良。让王先生感动的
是，他的决定得到了妻子的支
持。

王淑捐献了一肝、两肾、两角
膜。她成为宁波市第 237例器官
捐献者。

慈溪村干部捐献“生命种子”挽救7岁男孩
本报讯 （慈红）“所有的工

作都可以放一放，救人最要紧，希
望那个远方的小男孩能够尽早康
复。”2020 年 12 月 29 日中午，在
浙江省宁波市造血干细胞采集爱
心工作室里，慈溪市第9例、宁波
市第115例、浙江省第643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潘先生献出了
11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当天下午，这份携带着生命

种子的血液由志愿者送往医院，
用于救治一名7岁的男孩。

今年 42 岁的潘先生是慈溪
市坎墩街道直塘村的一名村干
部。工作以来，他为村民忙碌奔
波，深受好评。同时，他积极投身
志愿活动，是爱心献血屋的常客。
2014 年 5 月，潘先生加入中华骨
髓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
胞捐献后备军。

2016年 9月和 2017年 11月，
潘先生分别收到了两次初配通
知，但因为高分辨率数据不相符
等各方面原因，未能完成捐献。
2020 年 9 月，他再次接到配对成
功的消息时，既高兴又淡定。高
兴的是又迎来救人机会，淡定的
是这份“十几万分之一”配对成功
的缘分，他已经等待了很久，这次
终于可以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