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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二七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郑红）1月15日，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红十字会联合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在海为科技园开展“同舟共‘冀’热血支援石
家庄”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活
动，通过无偿献血“掌上约”组织到场献血志
愿者 50 余名，其中 40 名志愿者成功献血
14000 毫升，27 名志愿者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登记。

庄浪县召开无偿献血工作表彰会

本报讯 （郭婷婷）1月 8日下午，甘肃省
平凉市庄浪县红十字会召开 2020 年度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会。会上，县红
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慧珺对县
红十字会 2020 年度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工作做了汇报。县卫健局献血办主任朱军
平宣读 2020 年无偿献血服务工作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优秀志愿者名单，并对获奖者进行
表彰奖励。

泾川县召开无偿献血工作总结会

本报讯（马翠林）1月11日下午，甘肃省
平凉市泾川县红十字会召开 2020 年度无偿
献血工作总结会，泾川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凉市
中心血站、“平凉血缘”志愿者服务队、县红十
字会全体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无偿献血志
愿者服务队、宣传队志愿者共计40余人参加
会议。

会上，县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吕志刚总结了 2020 年度无偿献血工
作，会议表彰奖励了2020年度涌现出的13名
优秀志愿者。

雨花台区实现新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雨红）1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
雨花台区红十字志愿者刘珍凤在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成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
了南京市第 88位、雨花台区第 6位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同时，她也是2021年南京市第一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铜陵公务员踊跃献血

本报讯（马卫东）1月15日，安徽省铜陵
市中心血站流动献血车开进市政府机关大
院，众多市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踊跃参加献
血，最终 45 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
13900毫升，有效补充了该市的血液库存。

扬中市公安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扬红）近日，江苏省扬中市公
安局组织民警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共有71人
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累计24200毫升。

溧阳市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溧红）1月14日，江苏省溧阳市
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来自市委宣传部、融
媒体中心、文旅局、广电局、红十字会等单位
的干部职工们纷纷卷起袖子，用热血向病床
上的病人传递温暖。据统计，当天共有39位
爱心干群参与献血，累计献血达12200毫升。

武义县实现第1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武红）1月15日，浙江省金华市
武义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郑淑
央前往杭州，迎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陶
某林。当天，陶某林在杭州医院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远方患者送去
了生命的“礼物”，成为武义县第 11例、浙江
省第64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江干区组织迎新春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江红）2021 年新年伊始，浙江
省杭州市气温骤降，固定采血点参与人数减
少、各医疗机构手术量增加让原本就在低位
运行的血液供应更趋紧张。为进一步缓解临
床用血紧张局面，用实际行动保护人的生命
和健康，1 月 15 日，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办事
处、街道红十字会联合开展迎新春无偿献血
活动，30余名志愿者完成无偿献血，献血量
达7200毫升。

咸阳血站开展脱贫攻坚回村回访

本报讯（于国良）1月20日，陕西省咸阳
市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站长梁昕带领站领
导班子和中层“一对一”帮扶干部前往武功县
苏坊镇代家村，开展“脱贫攻坚回村回访”活
动。

南京蝉联“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

本报讯 （周健）1月 8日下午，根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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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关于表彰
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
者的决定》，江苏省南京市再度获得“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市”称号。

河口区新增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河红）1月 8号，山东省东营市
河口区的郭女士在家人陪同下来到河口区红
十字会办公室，咨询遗体器官捐献流程，在了
解到这项工作是可以造福人类，回报社会的
公益行为后，坚定地表达了“离开人世后依旧
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想法，在争取到家人的
同意后，在河口区红十字会办公室签订遗体、
器官捐献协议。

漳浦县实现第5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漳红）1月10日，又一例器官捐
献摘取手术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医院成功
进行，来自福州、厦门等地专家历时一个多小
时，成功摘取了逝者的心脏、肝肾等器官。此
例捐献也是漳浦县实现的第5例器官捐献。

时隔3年 夫妻双圆救人梦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一对夫妇捐献造血干细胞

■ 王金海

1 月 12 日上午，江苏省盐城
市盐都区的李海华在泰州市人民
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她的
妻子陈国莲陪伴在旁。随着此次
捐献顺利完成，李海华、陈国莲夫
妇也成为全国第4对、江苏省第2
对、盐城市首对无偿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夫妇。

三年前，妻子陈国莲圆梦南京

2017年 11月 1日下午 14时，
在丈夫李海华和江苏省盐城市盐
都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王红的陪
伴下，历经 5 个小时的科学采集
后，38岁的盐都籍女子陈国莲顺
利捐献 27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捐献完成后，她向丈夫做了
一个成功的手势，然后和丈夫一
起，郑重地把自己在采集过程中
写的亲笔信，递到医院工作人员
手中，说：“请将这封信带给他
（她），我们夫妻俩祝愿这位未谋

面的‘亲人’早日康复！”
陈国莲和李海华夫妇热衷公

益，从 2008 年起就相互支持，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和相关公益活
动。到如今，陈国莲已 5 次获得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多年
的献血经历，他们俩深切体会到
健康生命的宝贵与奉献爱心的价
值。2013年 3月 22日，夫妻俩在
献血时，一起捐献血样，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让我们比赛，看谁先实施捐
献！后捐的要承担全部家务活
哟。”两人笑着约定。

幸运光环先落在了陈国莲身
上。2017 年 6 月初，盐都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告知她与一名白血
病患者初配型成功，她立即表达
了捐献救人的愿望，李海华也全
力支持。当年 8 月，陈国莲通过
高分辨检测并体检合格后，李海
华二话不说兑现承诺，主动承担
了全部家务，让陈国莲充分备捐。

陈国莲和李海华在盐城经营
废品收购站。生意不错，每天基
本要从早晨 5 时忙到晚上 7 时。
由于造血干细胞捐献从入院准备
到采集，全程约需7天以上时间，
李海华专门停掉生意，在陈国莲
正式接受采集的前一天到南京看
望陪伴妻子。“我很能理解患者及
其家属寻找捐献者的急切心情，
相比生命，我们的小生意根本不
算什么！如果我有机会实现捐
献，国莲也会全力支持的。”

除了打点生意，夫妻俩还要
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保
障陈国莲顺利捐献，她的母亲也
专程到她家帮助看家做饭带孩
子，“我姑娘去救人，我老婆子来
帮忙是应该的；如果女婿将来也
去救人，我还来把他们家照应得
妥妥帖帖，让他们放心去做好
事！”周边邻居纷纷点赞。

成功捐献后，陈国莲成为盐
都区第 6 例（女性首例），盐城市
第 44例、江苏省第 602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三年后，丈夫李海华圆梦泰州

2020年 3月 16日，李海华接
到盐城市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
名 2018 年出生的患有地中海贫
血的男孩初配成功，HLA分型10
个点位全相合。

“造血干细胞的配型成功几
率只有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
一，竟然让我们俩都遇上了。”李
海华惊喜，陈国莲更是振奋。

“我经历过了捐献，安全又轻
松，还能和全国各地的捐献者分
享，感受到了无限的幸运与快乐。
当然，我也是‘认账’的，这就去做
家务，我要在你实施捐献前后把
你照顾得比我更好！”陈国莲笑着
把喜悦分享到了朋友圈，朋友们
纷纷点赞鼓励。

后因疫情影响，李海华的捐
献日程延期，但两人丝毫不放松，
时刻准备着。

机遇不负有爱人。按照江苏

省造血干细胞资料库管理中心通
知，2021年 1月 7日，41岁的李海
华在盐城市及盐都区红十字会、
盐南高新区工作人员的欢送下奔
赴泰州备捐。

1 月 12 日下午 13 时 4 分，历
经 5 个多小时的采集，李海华在
泰州市人民医院南院造血干细胞
采集室捐献 270毫升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这
份宝贵的“生命种子”受中华骨髓
库委托，由上海一家快递公司派
人专门接送。当天下午 15 时 45
分，快递员带着这袋珍贵的造血
干细胞，从扬泰机场直飞重庆某
医院救助一名 3 岁的血液病患
者。

此次捐献，陈国莲兑现承诺，
暂停生意陪伴在李海华身边。“赚
钱的机会有很多，但生命不能等
待，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
我们真的是有缘分，都做了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儿。”两人相视而
笑。

冬日暖阳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横山桥镇红十字会在镇行政中心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165名志愿者共计献血52500毫升。他们的爱心，
如同冬日暖阳，温暖人心。

（常红）

“疫”起捐献 生命速递
2021年宁夏首批志愿者同时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李茹）新年伊始，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时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两名红十字志愿
者毅然选择信守生命承诺，带着
对生命的尊重，争分夺秒为素不
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宝贵的生
命福礼，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第 10746 例、10747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高先生于 2015 年加入中华
骨髓库，2020 年 9 月中旬，与一
位血液病患者初筛配型成功。
固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
高先生时，腼腆的他没有丝毫犹
豫，毅然同意捐献，他在自己的
朋友圈里写道：“2020 年是极不
寻常的一年，新冠疫情肆虐全
球，我觉得没什么比健康地活着
更重要，挽救生命，我义无反
顾！”

完成捐献返回后，高先生受
到宁夏红十字会、银川市红十字
会、固原市红十字会以及亲属的
热烈欢迎。欢迎仪式后，固原市
委常委、副市长周恭伟前往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高先生家中看
望慰问。

生活中的贾先生乐于助人、
积极向上。早在10年前，贾先生
就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累计

献血达 4000毫升，多次捐献成份
血。他说：“我当时加入造血干细
胞库时就想好了，一旦配型成功
绝不退缩，配型成功机率是十几
万分之一，一生中有这样的机会，
用自己的血液救人一命，是幸运
的，值得自豪”。

从体检到捐献的 1 个月里，
身体偏胖的贾先生戒酒控食、强
身健体。他的爱人也非常支持
捐献，精心为他制作“健康餐”。
患者是位花季少女，病情紧急进
入加急流程，宁夏红十字会启动
紧急程序，贾先生争分夺秒紧急
赶赴捐献医院，带着对生命的承
诺爱心驰援，“作为一名父亲，更
加懂得生命的意义，虽与小患者
素不相识，但寄托着她生的希
望，希望通过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行为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做个好
榜样，培养他从小有一颗感恩的
心”。

“我原本今年参加高考的，却
突然查出白血病，梦想即将破灭，
您的出现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为我点燃生命的希望。我康复
后，定会将您的大爱善举传递下
去，去帮助更多的人。”小患者在
给贾先生的感谢信中动情地写
道。

爱，不隔离
浙江省海宁市博爱365志愿服务队跨省捐献血小板救助白血病患者

本报讯 （海红）1 月 15 日 8
时，浙江省海宁市博爱 365 志愿
服务队 AB 型志愿者吕伟忠、李
彦、苏春燕，为了挽救一名白血病
患者的生命，紧急赶赴江苏省苏
州市中心血站，成功捐献2.5个血
小板。

1 月 13 日，海宁市博爱 365
志愿服务队接到海宁市红十字会
的社会求助——一名嘉兴籍白血
病患者在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治疗，化疗后血小板下降
急需 AB 型血小板。博爱 365 志
愿服务队随即在群内发布了信
息，群内志愿者纷纷报名。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严格的采集
间隔限制，部分志愿者接种了新
冠疫苗或处于间隔时间内。经过
筛选，最终苏春燕、李彦、吕伟忠
三名AB型志愿者符合条件。他

们在完成开具出行证明、购买保
险、申请外省市健康码等事宜后，
组成应急献血小组，于 1月 15日
8 时在马桥街道集合整装出发，
自驾车辆奔波数百里跨省爱心献
血。

15日 9时 45分，三名志愿者
抵达江苏省苏州市中心血站。
疫情之下，仍有许多爱心人士在
这里捐献血液。志愿者先是按
照流程进行献血登记，填写个人
身份信息、健康征询等相关信
息，紧接着抽取血液样品进行初
筛检测，然后等待工作人员的初
步筛选。

一小时后，各项血液指标合
格，志愿者于11时依次进入采集
室，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顺利完成
了2.5个单位的血小板治疗量，及
时将献血证交到了患者家属手

中。
抗击疫情是当务之急，献

血救人更刻不容缓。志愿者吕
伟忠表示：“作为一名长期固定
的献血志愿者，在这种疫情严
峻的时候，更能理解血液的珍
贵，现在献血的人肯定少，但是
医院患者得用血啊，所以我得
来！”。志愿者李彦也说：“在疫
情和严冬的双重考验下，我们
不能退缩，因为没有什么比生
命更重要！生命只有一次，我
们必须逆行而上。”志愿者苏春
燕是海宁某医院的一名医护工
作者，在收到求助信息后，她马
上向院领导请假，出发当天却
由于生理期，遗憾不能一同伸
出援助之手。她表示下次一定
要再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
奉献爱心。

古稀老人志愿捐献遗体角膜庆祝70岁生日
本报讯 （张妍）“在 70 岁这

个特殊的日子，我选择进行志愿
捐献遗体（角膜）登记，希望日后
可以为医学事业做一点贡献”。1
月14日下午，家住安徽省合肥市
包河区的田敏华老人在儿子的陪
伴下来到合肥市红十字会，现场
填写了志愿捐献遗体（角膜）登记
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其颁发
了荣誉证书。

田敏华 1951 年出生在浙江
上虞，1972 年在合肥参加工作，
先后在市精神病医院、市第一人
民医院、市委保健办工作，虽然已
经 70 岁了，老人依然满面红光、
神采奕奕，说起话来满脸笑容。

在市红十字会，老人一边填

写登记表，一边和工作人员聊了
起来，“学医时上解剖课，当时看
着那些标本，我就曾想过，今后可
能也会选择捐献自己的遗体，为
医学生提供学习参考的标本，为
壮大医学事业奉献力量。”

多年来，田敏华坚持无偿献
血，直到56岁超龄才停止捐献。

年龄大了以后，她对遗体
捐献的事更上心了。退休后，
还加入了社区志愿者队伍，参
加过社区防疫、志愿服务、党建
进社区等活动，在帮助别人的
同时，自己也心情愉快，感觉活
得很有意义。“我们这一代人，
生活得很朴素，没有什么特别
的想法，就是想为社会、为群众

多做点贡献，捐献自己的遗体，
明明白白地离开，这也是一位
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我的儿子
也支持我。”

办理现场，田老的儿子伍
勤郑重地填写了亲属（执行人）
意见，他说：“母亲做这个决定
时，我确实觉得有些突然，但是
母亲的意愿很坚定，我愿意支
持她。”

办理好志愿捐献遗体角膜登
记后，田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
说：“我爱人去世时，选择了树葬，
等到我离开人世时，捐献出自己
的遗体，再在那颗树上多挂一个
牌子，陪伴在爱人身旁，这将是一
件多么浪漫的事。”

“江苏最美退役军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余瑶）1 月 12 日下

午，江苏省南通市邮政叠石桥
寄递事业部的王国平和徐维伟
来到市中心血站献血大厅，挽
起袖子，采集血样，登记成为了
光 荣 的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志 愿
者。

王国平不仅是南通邮政叠石
桥寄递事业部的一名快递员，也
是武警部队江苏公安边防总队南
通边防检查站的一名退伍军人，
因在岗位上忠诚值守、勇挑重担、
无私付出，于去年八一建军节被
评选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作
为南通唯一获此殊荣的退役军

人，王国平觉得自己肩上多了一
份社会责任，他积极报名成为社
区党员志愿者、江海志愿者，遇到
需要帮助的人主动伸出援手，利
用休息日为社区孤寡老人提供服
务。

徐维伟和王国平都是崇川区
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当王
国平提出想采样成为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挽救白血病患者时，
他深受触动，决定与王国平一起
采样入库。“作为青年志愿者，我
们有义务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这也是我们南通青年应有
的担当！”

爱心捐献代代传
本报讯 （闫占廷）“8 年前，

妈妈为安徽省一位7岁的白血病
患儿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今天
我也成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近日，河南省宁陵县姑娘
葛子鸣接过爱心接力棒，成为捐
献者“二代”。

葛子鸣的母亲窦修丽是宁
陵县妇幼保健院的一名医生，
2006 年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
库。2012 年 12 月，她与安徽省
一 位 白 血 病 患 者 配 型 成 功 ，
2013 年 1 月 14 日赴郑州成功捐
献。

“当年捐献的时候，家里还有
一定的阻力。”窦修丽说：“但是和
我配型成功的是一个刚刚7岁的
小女孩，一条鲜活的生命，我怎么

能不伸手挽救？”
作为一名白衣天使，窦修

丽 每 天 都 要 迎 接 新 生 命 的 到
来，所以懂得生命的可贵。她
毅然决定克服阻力，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带给小女孩第二
次“生命”。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受
母亲善举的影响，24岁的葛子鸣
也萌生了一个念头：像妈妈一样
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窦
修丽非常支持女儿的想法，并陪
着她走进了爱心献血屋，参加造
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实现了自己
的愿望。

“为拯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我们母女都愿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窦修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