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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会昌县教科体系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会红）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会
昌县举办2020年“热血园丁，担当奉献”无偿
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150 余名
教科体系统干职工参加。

威海市实现第8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威红）近日，山东省威海市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王斌在济南实现捐献，
成为威海市第 8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

楚雄州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林鹏）日前，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永仁县医疗卫生系统器官捐献工作培
训在县人民医院举行，拉开了楚雄州人体器
官捐献宣传系列活动的帷幕。

余杭区实现第4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余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志愿者成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成为余杭区第 47例、杭州市第 200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紫阳街道开展冬季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紫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紫阳街道红十字会开展了冬季无偿献血
活动。利星集团、杭州市仁育医院参与了本
次活动，共有 50 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
12530毫升。

南昌县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喻佳兵），江西省南昌市南昌
县红十字会志愿者在莲塘献血屋开展无偿献
血宣传活动，志愿者通过分发宣传单页和气
球的方式，倡导大家积极加入无偿献血和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行列。

江北区红十字“三救三献”志愿者队成立

本报讯 （江红）日前，重庆市江北区红
十字“三救三献”志愿者队成立，将开展人
道传播、应急救护、防灾减灾、卫生知识、

“三献”登记等一系列红十字志愿服务活
动。

东营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张惠）近日，山东省东营市红
十字会、东营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前往辛店
街道成寨村，看望和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成高峰，为他送上鲜花和慰问金，感谢他
对红十字事业的支持。

龙岩市无偿献血工作获国家表彰

本报讯（陈志强 邱晓珊）日前，国家卫
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发布《关于表彰 2018—2019年
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福
建省龙岩市再次获得“无偿献血先进省（市）
奖”，这是自 2006年以来该市连续第七次蝉
联此荣誉。

都江堰市看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都红）近日，四川省都江堰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前往青城山镇龙安村看望
慰问该市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并为
他送去了新年的祝福。

洛阳市2名志愿者先后捐髓救人

本报讯 （田苏辉）日前，河南省洛阳市
志愿者杨德艺、马鹏斐先后在洛阳市中心医
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洛阳市第 32、
3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河口区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邵艳芳）1月25日，山东省东营
市河口区红十字会到孤岛镇走访遗体器官捐
献者家属李俊才，为老人送去了米、面、油等
生活物资。

溧水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葛润苏）1月22日，江苏省南京
市溧水区红十字会联合区中医院、南京市红
十字血液中心开展“迎新年、献爱心”无偿献
血专题活动。共有 104人参加，成功献血 95
人，献血总量 27300毫升，另有 5人登记加入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宁化186位爱心人士献血63450毫升

本报讯 （巫婧云）1月 4日至 6日，福建
省三明市中心血站、宁化县卫健局、县红十字
会在宁化夏商百货门口开展“爱迎新年，热血
暖冬”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截
至 6日上午，共有 186名市民参与献血，献血
量达63450毫升，6位市民申请加入了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江干区组织迎新春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江红）1月 7日，浙江省杭州市
江干区彭埠街道办事处、街道红十字会联合
辖区社区、党建同心圆单位联合组织迎新春
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363 人成功献血，献血
95310毫升。

赣州市成功实现4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严小梅）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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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赣州市成功实
现4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七都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七红）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
都镇红十字会、团委积极动员，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献血量达 13100毫升，6名志愿者加入
中华骨髓库。

器官捐献者的特殊“家人”
——记浙江省宁波市器官捐献协调员汪敏

■ 陆麒雯 张林霞

在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
李惠利医院手术室的门口，一
位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紧紧
拉着一名患者的手，低声嘱咐
着，仿佛躺在病床上的是她的
亲人。

这位医护人员叫汪敏，是一
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患者是陈女
士。半年前，两人还不相识，现
在，却已如亲人。

结 缘

2020 年 7 月，一场突如其来
的车祸，让陈女士年仅24岁的儿
子小米（化名）永远定格在了最美
年华。

陈女士和丈夫忍痛做了一

个艰难的决定：将小米的器官捐
献给需要的人。随后，小米捐献
了一肝两肾一对眼角膜，为 5 名
患者送上最珍贵的生命礼物。
小米是宁波市第 223例器官捐献
者。

汪敏是当时完成这场捐献工
作的协调员，从接洽、签字、最后
一次送别见面，以及完成小米的
身后事，汪敏亲力亲为，全程陪伴
在小米家人身边。

汪敏亲眼见证了这个平凡家
庭做出的大爱决定。在小米的病
床前面，一家四口的手最后一次
紧握在一起，成为一家人最后的
合影，这一幕深深触动着汪敏的
心。

也是从那时候起，小米的
家人成了汪敏众多器官捐献家

属 慰 问 名 单 里 的 重 点 关 注 对
象。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些
捐献者的家人，他们内心所承受
的痛苦，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治愈
……”汪敏感慨。

小米来自宁海一个普通家
庭，经济条件很一般。多年来，陈
女士和丈夫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自从小米走后，家里的经济压力
主要落在了刚工作不久的女儿身
上。

在一次慰问中，汪敏无意间
发现陈女士的脖子上有个明显的
凸起，建议她尽快去医院检查。
当陈女士表示希望到宁波大医院
检查时，汪敏立即联系了医院甲
状腺方面的专家，帮助她做了检
查。

陪 同

经诊断，陈女士的甲状腺部
位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需
尽快安排手术。

陈女士手术当天，小米的姐
姐由于工作关系未能及时赶到，
汪敏就当起了临时家人，陪着陈
女士完成所有的术前检查、床位
落实。得知陈女士内心还是很恐
惧手术，汪敏只要一有空就去安
慰她。手术那天，也是汪敏全程
陪着她。

汪敏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让陈女士感受了亲人般的呵护。

“多亏了汪敏小妹，她真的就
像家人一样，帮我张罗着住院的
事情，很感谢她。”出院前，陈女士
再三道谢。

了解到陈女士家里条件不
好，汪敏还悄悄向当地红十字会
打了报告，申请了捐献者困难家
庭补助。

“能帮一些是一些，他们的家
人用大爱温暖了别人，我们也要
回报这份温暖。”汪敏说。

多年来，在汪敏心里有一个名
册，上面记录了她在从事器官捐献
协调工作期间接触到的近 100例
捐献者以及他们家人的名字。谁
家特别困难，谁家的孩子即将考
学，谁家里的房子最近要搬……汪
敏就像自家的事一样了解。这后
面，是她几年如一日的定期随访以
及用心做好器官捐献者家属慰问
的付出。通过这种付出，汪敏让自
己成了他们的“家人”。

（宁波晚报）

爱 心
1月13日，新疆西部钻探准东钻井公司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石油

女工海燕和张文慧在乌鲁木齐市血液中心为患者晁兰英献血后，在
献血区摆拼出心形留作纪念。

（周建玲 张哲）

捐献前两天父亲去世，焦作小伙回乡治丧不忘救人

“父亲不在了，但患者还有希望”
■ 郑红

2020 年 12 月 22 日，郑州市
第 314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千钦
（化名）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造
血干细胞，用自己的热血挽救了
一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初心不改 为爱信守承诺

今年 29 岁的千钦是一位普
普通通的在郑务工人员，2017年
2月 26 日，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
中，他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

2020年 8月 18日，千钦接到
郑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
己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
功，不改初心的他毫不犹豫地同
意捐献。

经过高分辨配型、捐献前体
检等一系列流程后，千钦的捐献
日期确定为2020年12月22日。

一波三折 为爱放弃蜜月

在进行捐献前流程期间，为
了举办筹备已久的婚礼，千钦请
假返回焦作老家。但为了不耽误
捐献，他刚办完婚礼便赶回了郑
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能
早一点捐献，就能早一点救人。”
千钦表示。

他的决定也得到了新婚妻子
的支持，在她看来，这是性情善良

温和的千钦做出的必然选择。

意外来袭 为爱忍痛逆行

去年 12 月 18 日，千钦如期
开始了为期 4 天的捐献前准备，
每天早晚到医院注射动员剂。
12 月 20 日晚上，在注射动员剂
后，千钦意外接到了焦作老家
的电话，得知父亲遭遇车祸。
放心不下的他决定当晚开车回
焦作看看情况，第二天一早再
赶 回 郑 州 继 续 准 备 捐 献 。 然
而，噩耗传来，千钦的父亲最终
不治身亡。

得知这个消息后，千钦强忍
悲痛，向郑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表示，父亲的身后事需要处理，
但患者也不能不救。在多方协调
后，最终确认了捐献方案：千钦留
在焦作处理父亲后事，郑州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带动员剂到千钦
家里，帮助他在老家完成捐献前
的准备，22日接他到郑州完成捐
献。“既然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患
者还有活下去的希望，那就让千
钦做完这件好事吧。”千钦的哥哥
也支持他。

最终，12 月 22 日，在郑州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千钦从焦作重返郑州，在河南
省肿瘤医院顺利完成捐献，为
一名濒临绝境的白血病患者送
去希望。

■ 宁红

2020年 12月 7日，浙江省宁
波市宁海县的林先生在父亲和妻
子的陪伴下，成功捐献 195 毫升
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宁海县
第 9例、宁波市第 112例、浙江省
第63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献血20年，利人利己

生于1976年的林先生，25岁
时第一次参与献血，之后一直坚
持，至今已献血近5000毫升。

“谈恋爱了去献血、开心了去
献血、特别的纪念日去献血、血库用
血紧张了去献血 ......”，多年献血经
历，林先生在日记中如是记录，献血
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献血后胃口变好了，心情也
更愉悦了，献血给身体和心灵带
来的好处很多。”他说。

“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2012年 5月，在参加“5·8”世
界红十字日广场活动中，林先生在
了解到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
血病最重要的手段后，登记加入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林

先生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心路
历程，多年的献血经历让他更明
白“生命种子”所代表的希望和力
量。

去年 6 月，林先生接到宁海
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有
一名患者和他初步匹配成功，询
问他是否考虑捐献造血干细胞，
在认真听取和询问了有关事项之
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宁海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通过高分辨检测、体检
合格等步骤，他终于在 9 月初收
到了捐献的正式通知。

过程坎坷，但初心不变

但事情不像预想得那么顺利。
移植医院传来消息，患者急性肠
炎，采集计划推迟，具体时间待定。

怀着忐忑的心情过了一个
月，林先生再次接到通知计划 11
月底进行采集。但当所有人准备
启动捐献工作时，又接到紧急通
知，由于患者病情反复需要再做
一次化疗，最终捐献采集时间确
定为12月7日。这时距离上次体
检已经超过了 3 个月，根据规定
林先生还得进行第2次体检。

采集时间调整了 3 次，体检
进行了2次，过程如此坎坷，但林

先生一直表示理解和配合，从来
没有因为一次次变故而改变捐献
意愿。

家人给予的能量

家人一开始对造血干细胞捐
献不太了解，担心他的身体。为
此，林先生网上查资料，询问医生
朋友，先是对妻子做了思想工作，
在得到妻子的支持后，才和父母
说起这件事。

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对身体健
康是否有影响，当他们知道捐献
过程和献成份血差不多时，同样
选择支持他。家人的支持，给了
他无限的能量。

林先生平时生活方式十分健
康，倡导科学饮食，积极参加运
动。自从接到匹配通知开始，他
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与饮食，增
加运动量，保持身体的活力，希望
为患者带去更加健康的希望种
子，保障捐献顺利进行。

捐献时，林先生收到了患者
家属的感谢信。捐献后，林先生
给这名远方的朋友写了一封回
信，表达他默默支持患者的心情：

“亲爱的朋友，我愿尽力帮你，帮
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署名是

“一个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人”。

3次调整，救人初心不变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志愿者捐髓救人

登记十年终圆梦
“90后”现役军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生命

本报讯（李姝）1月25日，陕
西省志愿者小闫在西安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成为陕西省第 228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1年的一次无偿献血活动
中，小闫得知造血干细胞能够挽救
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就主动向工作
人员咨询、了解造血干细胞相关知
识，并慎重填写了《志愿捐献者登
记表》，从此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
作为一名军人，小闫表示保家

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守护百姓生命
健康是人民子弟兵义不容辞的责
任。在和平年代，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生命是军人履行职责的最好
方式。他希望自己的“生命种子”
能够给对方带来生的希望，并衷心
地祝愿小朋友能够打败病魔，健康
成长，在未来做一个有爱心、懂担

当的好青年回馈社会。
1 月 19 日，小闫所在的部队

和战友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送
会，陕西省红十字会、宝鸡市红十
字会领导为他颁发了捐献造血干
细胞荣誉证书和爱心纪念牌。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远在外
地的爱人遗憾不能陪伴在他身
边，但作为一名医疗从业者，她非
常理解和支持小闫的决定。

瞒着老人去捐献，他撒了个“善意的谎言”

宁陵“90”后医生捐髓救人
■ 闫占廷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在
河南省肿瘤医院造血干细胞移
植病区病床上，经过 3 个多小时
的采集，河南省宁陵县爱心医生
郭含含捐献出 155毫升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成为河南省第 932
位、商丘市第 33 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这一天，我等了两年”

郭含含是宁陵县赵村乡卫生
院的一名药剂师，于 2018年 9月
采集血样，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从此，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了他的梦想。

2020年10月，当得知与一名
8 岁男童患者配型成功时，他毫
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捐献。

“接到通知时我很兴奋，‘中
奖’的几率是十几万分之一，竟
然一下子落到我头上了。同时，
它也给我带来了好运，我当时参
加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结果顺
利通过。”郭含含说，“作为医务
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
捐献造血干细胞，我义无反顾。
说心里话，这一天，我已经等了
两年。”

12月27日一早，他便赶赴省
肿瘤医院，接受 4 天的动员剂的
注射，做好采集前的准备工作。

“这件事，我瞒着家人”

12 月 31 日，在大家热切的
期待中，郭含含正式开始接受造
血干细胞捐献。血液缓缓从他
左臂流出，经过血液分离器，又
流进他的右臂，中间过滤出造血
干细胞。躺在病床的郭含含精

神状态良好，脸上一直挂着笑
容。

陪护在床边的，是他赵村卫
生院一群要好的同事。“这件事，
我是一直瞒着家人的，怕爷爷奶
奶接受不了，为我担心害怕。”郭
含含说，“我离开家时，告诉两位
老人我去郑州学习一周，撒了一
个善意的谎言。”

郭含含父母去世早，一直和
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我
能考上大学，能成为一名医生，
都离不开政府对我的无私关爱。
现在，我要尽我的能力回报社
会，做一名光荣的志愿者。”郭含
含说。

“这一生，我以此为豪”

捐献过程中，河南省红十
字 会 工 作 人 员 到 医 院 看 望 慰
问，为他送上了鲜花，并颁发了
奖牌和荣誉证书，感谢他的这
一 人 道 善 举 使 患 者 获 得 了 重
生，也用爱心诠释了医务工作
者的博爱精神。

“能用我的一点鲜血，来挽救
一条生命，我义不容辞，并将以此
为豪。”郭含含微笑着说，“这是一
件幸福的事情，值得我一生骄
傲。”

随后，省红十字会转来受捐
者父母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

“感谢你的无私奉献，给我们孩
子带来生的希望，也给我们的家
庭带来新的希望，您就像一束
光，照亮了我们。在未来的日子
里，孩子一定争取早日康复，长
大后成为一个像您一样闪闪发
光的人。”

2021年元旦，将是上海受捐
男孩新生命的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