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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宿迁夫妇捐献 6 岁儿子器官，
两年前曾捐出 6 岁女儿器官

南昌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救不了自己孩子，就救别人孩子吧”
■ 宿红
1 月 7 日，江苏省宿迁市沭阳
县 6 岁男孩小圆（化名）因病去
世，他的父母决定将孩子身上有
用的器官全部捐献出去。
令人动容的是，这不是他们
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2017
年，他们 6 岁的二女儿因交通事
故意外去世，他们捐献出女儿的
遗体和器官，让 4 人得到重生，2
人重见光明。

儿子病故，父母捐献遗体器官
1 月 7 日下午，宿迁市沭阳县
人民医院 ICU 病房内。小圆静
静地躺在病床上，这是他生命最
后的时刻。他的父母坐在身边，
相顾无言。
小圆轻轻闭上了眼睛，停止
了呼吸。夫妻俩再也忍不住，嚎
啕大哭起来，他们伸出颤抖的双
手，轻轻抚摸着孩子苍白的小脸
……
一个半小时后，孩子的器官
捐献手术结束。
妈妈董天美含泪对医生说：
“孩子的遗体和器官都捐献了，你
们检查一下，
只要能用的，都可以

捐献出去。”
“我是这样想的，
孩子离开了
我们，这已经没办法挽回了，
但他
的器官还可以救助别人。”董天美
说。
小圆是董天美夫妇的第三个
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夫妻俩
发现小圆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后
来检查发现是脑瘫。平时不哭不
闹 ，6 岁 了 也 不 会 说 话 ，不 会 走
路，平时全靠大人照顾。
1 月 6 日 下 午 ，小 圆 开 始 抽
筋，夫妻俩把孩子带到了沭阳县
人民医院。一瓶药还没输完，孩
子就休克了，被送进抢救室。经
医生全力抢救，孩子的心跳暂时
恢复，但呼吸非常困难。值班医
生 对 他 们 说 ，孩 子 病 情 非 常 危
险。
听到这个消息，看着呼吸微
弱的儿子，
董天美夫妻心如刀割。
1 月 7 日凌晨两点多，董天美
拨通了南京医生的电话，表示如
果孩子出现意外，愿意将孩子的
遗体和器官捐献出去。当天上
午，在当地红十字会帮助下，
董天
美和爱人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
字。
当天下午，
小圆停止了呼吸。

两年前，他们捐出女儿遗体器官

捐献决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两年前，2017 年 8 月，董天美
夫妻俩 6 岁的二女儿小甜（化名）
因交通事故离世，他们捐出了女
儿的遗体和器官。
董天美说，二女儿小甜生于
2011 年 ，孩 子 两 三 个 月 大 的 时
候总是哭闹，
后来经医院确诊，
竟
然是脑瘫。
“大女儿今年 20 岁了，身体
很健康，但后来的两个孩子不知
为什么都是脑瘫。”
为了给孩子看病，夫妻俩带
着孩子四处奔波。不幸的是，
2017 年 8 月 2 日，小甜在沭阳老
家被车撞了，
当场死亡。
董天美在极度痛苦之下做出
决定：捐献女儿的遗体和器官。
丈夫一开始不同意，经过董天美
劝说，
最后同意了。
小甜的器官让 4 名患者得到
重生，
两人重见光明。
这一次，看着孩子的生命走
到终点，夫妻二人再次忍痛做出
决定：
“如果孩子的遗体和器官能
用到别的孩子身上，就感觉他还
活着一样。我们救不了自己的孩
子，
就救别的孩子吧。”

小圆的爸爸孙以连说，夫妻
俩住在沭阳十字街道，以打零工
为生。过去几年，他们带着两个
孩子四处看病，有两件事让他们
终生难忘。正是这两件事，让他
们做出了捐献孩子遗体器官的决
定。
“我带着两个孩子到北京看
病，
遇上了一对姐妹，
他们也是来
看病的。”董天美说，她们的经济
条件也不太好，只能住附近 100
块钱一晚的小旅馆。
“她们也没多
少钱，但是看我们带着孩子不容
易，硬塞了 200 元钱给我，让我带
着孩子住得好一点。”
不久后，另一位陌生人的关
怀，
更是让董天美夫妇铭记终生。
夫妻俩带着小圆和小甜在北京看
病，董天美想到附近超市给孩子
买点好吃的，顺便买一些生活用
品，
但是看到那些商品的标价，
她
只能望而却步。
这时，一位陌生男子看出了
她的窘迫：
“ 大姐，你想买什么东
西尽管买，
我付钱。”
不好意思让陌生人破费，董
天美只买了两样必需品：一块肥

皂和一条毛巾。在向他表示感谢
后，
董天美带着小圆回到医院。
巧的是，
没多久，
这位帮董天
美结账的陌生人也来到这家医院
挂号，
再次碰到了董天美。他问：
“你们从外地来看病，
晚上住哪？”
夫妻俩说，在医院附近的空
地上，用硬纸板打地铺。这位好
心人随后回了趟家，给他们送来
了几床棉被和很多孩子穿的厚衣
服。
“你们别嫌弃，
这是我的一点
心意！”
“这是我们收到过的最珍贵
的礼物，怎么会嫌弃呢！”董天美
说，
正是因为这些陌生人的善意，
让他们在两个孩子先后离世后，
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直到现在，董天美一直珍藏
着那位好心人送的衣服和棉被。
孙以连经常教育大女儿：
“我
不会逼着你非得在读书上有多大
成就，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做人，
学
会感恩！”
小圆捐献的器官将会给 6 名
病人带去生的希望，他的遗体将
被送往南京医科大学抗战学院，
供医学研究，小圆的眼角膜已存
入眼库，
将为需要的人带去光明。

红十字志愿者荣登“大连好人榜”
本报讯 （滕人彤）近日，在
2019 年第四季度“大连好人榜”
发布仪式上，辽宁省大连市红十
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队
长尚凤英荣登
“大连好人榜”
。
尚凤英，大连市红十字会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曾
陪伴几十名捐献者走完人生最后
一程，帮助他们实现遗体捐献愿
望。
尚凤英常带领遗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开展“背包宣传”，大家穿
上红白相间的红十字马甲，背上
印有红十字标志的背包，包里装
上宣传折页、志愿捐献登记表和
登记卡，连续 4 年在大连国际徒
步大会、国际马拉松等赛事活动
中宣传遗体器官捐献。
尚凤英还经常组织志愿者到
大连市的 22 家医院、一家关爱病
房、40 个护士站开展现场宣传活
动。她每周都带领志愿者开展敬
老慰老活动，帮养老院老人包饺
子、理发，给孤寡老人过生日，累
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16 次。
“大
连美达休养院”5 名老人通过他
们的宣传，离世后捐献了自己的

遗体、眼组织。
开展宣传、上门办理登记
手续、探望陪伴志愿者……尚
凤英说，自己做志愿服务
“上了
瘾”“
，我心里很清楚，
这条路会
招来世俗的风言冷语，但我坚
定我的信念。我希望自己能影
响和带动周边的人理解、支持、
参与到遗体器官捐献这个伟大
崇高的事业中来”
。
目前，大连市自愿登记报
名捐献遗体的市民超过 7000
人，实现遗体捐献 483 例，实现
人体器官捐献 62 例，实现眼组
织捐献 87 例，已有 180 多名患
者重获新生，200 多人重见光
明。
尚凤英曾获评辽宁省红十
字“优秀志愿者”，大连市 2017
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
愿者”，市红十字会“十大感动
人物”及“志愿服务标兵”。她
带领的团队获得过 2018 年度
辽宁省学雷锋志愿服务“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2016 年度大
连市学雷锋志愿服务“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荣誉称号。

本报讯 （西红）1 月 10 日，陕
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
站在航天科工六院 210 所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
活动中，市红十字会、市中心
血 站 工 作 人 员 、航 天 科 工 六 院
210 所干部职工共 72 人参与无偿
献血，献血量 2.74 万毫升。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

院 210 所已连续 3 年主动与市
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联合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3 年来，全所
共 270 余人献血，献血量合计
10 万余毫升。
活动现场，市红十字会还
开展了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和
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1 人登
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溧阳献血者协会召开年度总结会
本报讯 （溧红）1 月 11 日，江
苏省溧阳市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
协会召开年度总结会。2019 年，
该协会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工作，
志愿服务累计 13944 小时。
溧阳市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
协会成立于 2016 年，现有注册会
员 280 名。2019 年，该协会全体
志愿者积极开展各项无偿献血志
愿 服 务 工 作 ，全 年 捐 献 血 小 板
538 个治疗量、全血 6.57 万亳升，

捐献稀有血型血液 6900 亳升。
76 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47 名志愿者签订器官捐献协
议。全年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累计时间达 13944 小时。
截至目前，该协会累计参
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时长达
50625 小时。协会还积极参加
帮困助学等活动，10 名志愿者
和上兴镇吐祥村 10 名贫困孤
儿结对，捐款捐物 6 万余元。

“能捐的都捐！
”
合肥退役军人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本报讯 （陈圆圆）近日，27
岁的退役军人史斌来到安徽省合
肥市红十字会，填写遗体、器官
（角膜）登记捐献志愿登记表。
史斌说：
“不久前看到一则新
闻，感觉若遭遇不幸，将自己的器
官捐献给需要的患者，让他人重
获新生，也是为社会尽了最后一
份力，献出最后一份爱。”
在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表》时，
史斌在
“我捐献”

这一栏中
“全部可用器官”选项
前打上勾，
并填写了《志愿捐献
遗体登记表》。
“ 能捐的都捐！”
他说。
史斌平时热心参加无偿献
血，自 2012 年以来，他每半年
都会定时献血 400 毫升。
史斌还向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咨询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如何
留样，表达了造血干细胞留样
与捐献的意愿。

长丰县无偿献血创佳绩
本报讯 （长红）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长
丰县表示，该县 2019 年开展团体预约献血活
动 24 场，累计参与献血 2992 人次，献血总量
近 84 万毫升，完成合肥市中心血站下达任务
107.65% 。

南安志愿者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南红）1 月 10 日，王爱萍女士来
到福建省南安市红十字会，登记申请成为该
市今年第一位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王爱萍说，自己很多年前就跟家人表示
过，去世后把骨灰撒在河流中，不要搞仪式。
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南安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
捐献的宣传报道和捐献者的感人事迹后，就
萌生了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想法。
她还表示，以后将主动参加红十字会的
宣传活动，
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遗体、器官捐
献。

昆山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颜丹丹）1 月 14 日，江苏省昆山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李文一
行看望慰问吴国峰、贾跃刚、韦余龙、顾绅豪
等 4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9 年，昆山共有俞玉华、程宥郗、王晓
磊、邱磁贝、吴国峰、贾跃刚、陶思玥、顾绅豪、
韦余龙等 9 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截至目前，昆山共有 7569 名志愿者加入中华
骨髓库，
63 位志愿者成功捐献。

利津县慰问捐献志愿者家属
本报讯 （利红）1 月 10 日，山东省东营市
利津县红十字会对该县遗体（角膜）、人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及登记志愿者进行走访慰问，
共发放价值 4347 元的温暖箱。

大余县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寒冬热血

1 月月 8 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中医院职工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后，
晒出自己的无偿献血证。
（魏剑）

本报讯 （张岚）1 月 3 日，江西省赣州市
大余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波一行前往新
安村，
看望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晓东。

常州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属

救人，我们义无反顾
——合肥两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侧记

西安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南红）近日，江西省南昌市南
昌县红十字会组织 3 名志愿者在莲塘维也纳
广场献血屋开展志愿活动，协助献血屋工作
人员进行献血宣传动员，为前来献血的人提
供爱心服务和造血干细胞动员。

■ 张妍
一个是日式料理师，另一个
是 LED 显示屏安装师傅。他们
素不相识，而今却做出同样的爱
心之举，完成了同样的心愿——
捐献造血干细胞。

珍惜缘分和机会
6 年前，余龙在无锡打工时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而且
只献过一次血，接到合肥市红十
字会的电话，一开始我真不敢相
信，
但后来一再确认，
感觉捐献就
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我就坚定了
捐献的想法。”
说起得知配型成功时的情
景，余龙也曾担心会影响身体。
妻子汪燕也有点害怕，后来经过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医生的耐心
解释，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夫妻俩也就放心了。
“我很珍惜这次救人机会，
希望能
给儿子做个好榜样。”
汪燕说：
“ 这是做善事，可以

救一个人，
拯救一个家庭，
我支持
你！”
2019 年 11 月 底 ，余 龙 捐 献
时，妻子一直在他身边陪伴，
“听
说患者是个孩子，那更要捐了。
希望能够帮到她，我们在这里为
她加油。以后我也想加入无偿献
血行列，
留下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完成后，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立即送往患者所在医院。余
龙说：
“ 希望她健健康康成长，希
望他们一家人幸福安康。”

遇到你，像黑暗中看到光明
“遇到你，
就像黑暗中找到光
明，这份浓浓的恩情我们永远不
会忘记……”2019 年 11 月底，正
峰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
名血液病女孩的生命，女孩的家
人在感谢信中写道。
今年 31 岁的正峰在合肥一
家 LED 显 示 屏 企 业 工 作 ，2010
年，他在一次献血时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
几个月前，正峰接到了合肥
市红十字会的电话，通知他与一

名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并
询问他是否愿意捐献，正峰毫不
犹豫地同意了。
“其实，2016 年我也接到过
配型成功的电话，
并通过了体检，
但是后来由于患者放弃没有捐
献，心里还有一点遗憾。今年还
有这个机会，
感觉很开心，
我人胖
血多，贡献一点没关系。”正峰笑
着说。
平时工作比较忙，为了这次
捐献，正峰请了一周假。听说是
救人，
公司也很支持，
几名同事通
过正峰了解到造血干细胞的知
识，纷纷表示也要加入中华骨髓
库，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有机会捐
献救人。
为了避免家人担心，正峰没
把捐献的事告诉家人。他说：
“没
关系，
以后他们知道了，
会理解我
的。”
得知自己是为一名 15 岁的
女孩捐献，正峰很心痛：
“ 正是人
生中最美好的花季，却要经历这
样的痛苦。既然我能帮助她，我
一定义无反顾。”

本报讯 （金璐）近日，江苏省常州市红
十字会走访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属，对他们的
大爱表示赞赏，
并送上慰问金。

新乡中心医院 29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新红）近日，河南省新乡市中
心医院举行血液科成立十周年暨集体加入中
华骨髓库活动。
仪式结束后，市红十字会组织市红十字
“三献”志愿服务队和医护志愿者进行入库登
记和血样采集活动，
现场采集血样 29 人份。

张家港志愿者宣传无偿献血
本报讯 （孙雯）近日，江苏省张家港市
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徒步宣传活动，共
有 57 名红十字志愿者参加。

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镇红）1 月 6 日，江苏省镇江市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社区医生杨吟光走进大
港街道，为 50 余名机关干部、社区工作者和
居民代表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宣讲会，结合
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丽水慰问困难器官捐献者家庭
本报讯 （李培）近日，浙江省丽水市红
十字会联合成都丽水商会前往舒桥乡高茂
村，
看望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属管爱凤，
为她送
去 5 万元爱心款。

泰州无偿献血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葛晓晨）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红十字会、市卫生健康委在白马镇陈家村举
办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祁门县慰问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兵哥哥，好样的！
浙江现役军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浙红）近日，一张
画有小女孩卡通形象的水彩画，
送到浙江省驻余姚某部队下士小
赵手中。刚刚完成造血干细胞采
集 的 小 赵 ，看 着 这 份 特 别 的 礼
物，
倍感欣慰。
当日中午，小赵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浙江省第 543 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5 年，还在读大学的小赵
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同年 9 月，
他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
“最初并没想到会遇到需要
自己帮助的人。”2019 年 12 月，接
到红十字会的询问电话，得知自
己与一名患者配型相合后，小赵
立即回答：
“ 我愿意！”当天，小赵
就向组织提出申请，打算尽快进
行捐献。
“儿子，
好样的！爸爸为你感
到骄傲。”采集室内，小赵的父亲

紧紧握着儿子的手，言语中流露
出自豪。
“感谢您的无私和大爱，
给了
我们希望，给了我们孩子第二次
生命……”
看着患者家属的感谢信，小
赵腼腆地笑着说：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军人的宗旨。能挽救一
个孩子的生命，
对我来说，
是难得
的机会和宝贵的缘分，也是作为
一名军人应该做的事。”

本报讯 （祁红）1 月 9 日，安徽省黄山市
祁门县红十字会来到凫峰镇恒峰村，走访慰
问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江裕民，向他和
家人表示慰问，
并送上慰问品。

梁平区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李羡权）1 月 14 日，重庆市梁平
区红十字会副会长郑平率工作人员，先后深
入到云龙镇、双桂街道，
看望慰问该区首例遗
体捐献者和器官（组织）捐献者的家属，为他
们送去温暖包和慰问金，
并致以新春的祝福。

瑞金市实现今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张岚）1 月 11 日，江西省瑞金市
一位志愿者去世后捐献出肝脏和一对肾脏，
成为该市 2020 年首例器官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