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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宁夏实现第7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宁红）3月15日，来自宁夏回族
自治区的程先生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
挽救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命。程先生成为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第 10946 例、宁
夏第7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六安首家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基地挂牌

本报讯（卢余）3月13日，安徽省六安市
首家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基地在六安钢铁控股
集团挂牌成立。当天，同步组织了无偿献血
和捐献造血干细胞登记活动，116 名职工献
血 38900毫升，20人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

即墨区无偿献血活动进乡村

本报讯（吕亚菲）3月13日，山东省青岛
市即墨区挪城王村“美丽乡村”无偿献血爱心
献血驿站——挪城王村挂牌，同时成立了尚
德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挪城王村志愿服务分
队，区红十字会为志愿服务分队授旗。活动
现场，村民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献血和造血干
细胞采样。

余姚组织公益活动回馈“三献”志愿者

本报讯（余红）3月14日，浙江省宁波市
余姚市红十字会联合河姆渡国际旅行社开展

“大爱捐献，生命永续”爱心公益活动，组织献
血明星、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遗体（角膜）
捐献者（家属）及登记志愿者代表近30人，前
往奉化参加“一日游”活动，回馈“三献”志愿
者的无私奉献。

良庆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施莉萍）3月15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良庆区红十字会联合大沙田街道
办在美丽城广场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
库捐献主题宣传推动活动。123名市民参加
无偿献血，献血量累计达 35200毫升，1人登
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惠山区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石尉 孙晓芳）3月 8日，江苏
省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红十字会联合无锡
市中心血站走进社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
动持续约一周，累计有 440余名社区爱心人
士献血约15万毫升。

信丰县实现第2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张岚）3月13日，江西省赣州市
信丰县第2例器官捐献者在县人民医院成功
捐献一肝两肾、一对眼角膜。

丹阳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举行欢送会

本报讯（丹红）3月10日，江苏省镇江市
丹阳市红十字会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渊举
行欢送仪式。张渊成为镇江市第91例、全省
第89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黄山一老人离世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本报讯 （黄红）3月 9日，安徽省黄山市
屯溪区吴浩清老人不幸离世，其家人遵从老
人遗愿，捐献老人遗体和眼角膜。2020年12
月 17日，吴浩清老人携老伴及女儿、女婿一
家四口参加由黄山市红十字会举办的遗体器
官捐献登记仪式，注册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

利津县援鄂医护人员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薛成琳）3月4日，山东省东营市
利津县援鄂医护人员许文文赴济南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东营市2021年度首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利津县中医院为其举行欢送仪式，东
营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司传珍，
副会长、二级调研员孙乐友等出席仪式。

楚雄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庭

本报讯 （林鹏）日前，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红十字会党组书记滕洪一行前往禄丰
县人体器官捐献者李某某、盛某某家中，看望
慰问捐献者家属，为他们带去党和政府的关
怀。截至2020年末，楚雄州累计实现捐献57
例，共捐献 183例器官和 86枚眼角膜，为 200
余名垂危患者带去光明和新生的希望。

常州器官捐献人数“破百”

本报讯 （陈丽）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溧
阳市中医院完成一例器官捐献，至此，常州市
器官捐献人数成功“破百”。近年来，常州市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在市卫健委、红十字会和医院的共同努力
下，从一年1例发展到一年20例，全市每百万
人口年捐献率达到4.0，处于全省前列。

大观区八旬老人离世捐献遗体和角膜

本报讯 (阳淑华)3 月 8 日，安徽省安庆
市大观区 80岁的退休工程师程绪旼因肾衰
竭离世，按照其生前遗愿，家属无偿捐献了他
的遗体和眼角膜。程绪旼是大观区 2021 年
度首例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

泰州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培训

本报讯（泰红）3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
红十字会召开 2021 年工作会议暨造血干细
胞捐献服务工作培训会议。会上组织开展了
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培训，并对红十字
会专职人员进行了业务知识测试。

溧水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溧红）3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
溧水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城建集团、南京红十
字血液中心开展“学雷锋、见行动”无偿献血
专题活动。76 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22700
毫升，9人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

一人带动“无偿献血村”
——记安徽池州“三献”志愿者徐云龙

■ 池红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兰溪村
只有16户人家，却有18人常年坚
持参与无偿献血，这一事迹让小
山村在当地小有名气。为表彰兰
溪村无偿献血的突出贡献，当地
政府专门在该村路口立了一个

“风尚展示”牌。
18 名村民参加无偿献血都

是受一人影响，他的名字叫——
徐云龙，现年 57 岁。2013 年，徐
云龙的妻子不幸患上胃癌，他毅
然放弃在外地的工作，回家照顾
妻子。两年后，妻子郑爱九因病
离世，他遵循妻子遗愿，通过青阳
县红十字会捐献了妻子的眼角
膜，帮助他人重见光明。

2016 年 7 月 1 日建党节，作
为党员的徐云龙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也办理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手
续。有一次，他偶然了解到一位
病人急需换肾，便找到池州市“三
献”志愿者协会青阳工作站负责
人詹琪，主动申请为这个素不相
识的病人捐献一个肾。“我的身体
很好，我想用我的一个肾救他一
条命。”詹琪听到徐云龙的话，十
分感动，便联系了当地红十字会，
但因条件限制，徐云龙不能向这
位患者捐肾。

此后，徐云龙加入了池州市
“三献”志愿者协会青阳工作站，
成为一名志愿者，全心投身公益
事业。“徐云龙很朴实，做事默默
无闻，只要有空就会参加我们的
活动。”詹琪评价徐云龙“为人低
调、热心”。青阳工作站每年会在
陵阳镇举办 5 次无偿献血活动，
徐云龙每年都会献血 2次 800毫

升，并且热心参与组织陵阳镇的
献血活动。为保证献血工作顺利
完成，他找到供电部门，个人出资
安装了一块电表，保障无偿献血
用电。每次献血活动前，徐云龙
都要骑着摩托车跑遍陵阳镇所有
村庄，将全村献血者的名单与电
话详细记录在日记本上，以便在
活动时取得联系。前几年，陵阳
镇志愿者的献血量达到全县献血
量的三分之一，这份成绩离不开
徐云龙多年以来的默默付出。

2020年疫情期间，各地血库
告急，徐云龙跑遍了陵阳镇各个
角落，动员村民积极献血。有一
次，一位退休老人在池州市人民
医院住院，急需血小板，当地政府
部门便找到徐云龙，他立即通过
青阳工作站召集捐献者，很快便
得到回应，为这位老人筹集了所

需的血小板，使老人转危为安。
在陵阳镇上章村孤儿曹佳佳患病
期间，徐云龙不辞辛苦，骑车十几
里路，多次上门看望。2021 年 1
月27日，陵阳镇有一位老人去世
捐献遗体，徐云龙得知消息第一
时间赶到捐献者家中协调有关工
作，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默默
离开。

因为妻子患病，使这个本不
富裕的家庭更是艰难，可是生活
的困难并没有打倒他。2017年，
徐云龙对詹琪说：“我想改变自己
的经济状况，搞一个酒厂，投资不
大，我应该能搞好。”他的想法得
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几年来，徐
云龙的徐氏酒坊每年酿纯粮食酒
10 吨以上，销售情况良好，本地
有很多单位和企业员工定期上门
购买他的粮食酒，他的酒还销往

怀宁、潜山、黄山、苏州等地。这
都依赖他的为人：一个诚实守信
的人做事，肯定有很多人相信，而
且乐意帮助他。

生活条件改善之后，徐云龙
对公益事业的付出也越来越多，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他十分珍爱家乡美丽的山水，他
多次参加青阳“三献”工作站的活
动，还自己出资将村庄道路进行
绿化改造。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他每天都在疫情防控一
线忙碌着。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
很多人赞许，也感染了很多人，村
里人十分信任他和支持他，当他
宣传无偿献血时，这个仅有16户
人家的小山村就有 18 人积极响
应，青阳县这个“无偿献血村”的
横空出世，人们都说是徐云龙的
功劳。

热血暖新春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红十字会组织华山连天美

医疗美容医院和臻美美容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
动中，成功献血36人，献血总量达7400ml。 （望红）

志愿者送来元宵节祝福

双亲再次听到儿子的“心跳”
本报讯 （湖红）“谯爸，谯

妈，我们来看你们了！今年元宵
节，我们这些儿女陪你们一起
过。”2月 25日，浙江省湖州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前往器
官捐献者小谯家中，给小谯家人
送去元宵节祝福和礼物。

2020年 7月 10日，28岁的小
谯不幸遭遇车祸，送医后被判定
为脑死亡，家属决定捐献他的器
官，挽救了 5 位器官衰竭的陌生
病患生命。

作出这个决定十分不易。小
谯一家来自四川，长期在长兴县
打工，小谯爸爸老实本分、通情达
理，他的想法很实在：“我的儿子
救不回来了，就让他为社会做点
贡献吧！”

小谯离世后，妻子外出务工，
留下了两位老人与年仅1岁的女
儿。为了让这个困难家庭得到更
多关爱，湖州市红十字会与小谯
全家结对，时常关照他们生活。

“祝你们元宵节快乐！我恢
复得很好，已经不需要天天做血

透了，只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就行。此刻，我满怀感激，感谢
捐献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
你们，是你们的大爱与善心成就
了我的新生。”湖州市红十字会
带来了肾移植受者的感谢信，信
里写道，“她会好好珍惜这份生
命的礼物，带着她的‘肾宝宝’乐
观活下去”。

小谯爸爸一直很思念儿子，
想知道接受儿子器官移植受者们
的情况。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
湖州市红十字会多方协调，几经
辗转，终于拿到了器官移植受者
的感谢信和录音，其中一条录音
竟然是强健有力的心跳声，这是
心脏移植接受者的心跳，也是小
谯的心跳 。两位老人听后泣不
成声，儿子的生命还以另一种形
式在世上活着！

当天，志愿者一起动手，揉面
团、包馅料，不一会儿，一只只圆
润喜人的汤圆就摆满了桌子。“今
天家里好热闹，我很开心。”小谯
妈妈说。

23岁研究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3岁幼童

“配型成功像中奖一样高兴”
本报讯 (公政)3 月 9 日，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科病房里，
来自淄博市沂源县的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曾庆恺正在采集“生
命的种子”——造血干细胞，这些
造血干细胞将以最快速度送到一
名年仅 3 岁的白血病患儿身边，
挽救其生命。曾庆恺是沂源县第
9 例、山东省第 951 例、全国第
10943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志愿者。

曾庆恺于 1998年出生，是山
东大学药学院一名在读研究生。
大一那年，他偶然间看到红十字
会在学校发放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招募宣传单，当即与同学一
起，挽起袖子抽取血样，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那时，他还与同行的
朋友调侃：“听说造血干细胞配型
特别难，只有十万分之一，如果能
配型成功，那运气还挺好，买彩票
肯定能中奖！”没想到，5年后，这
份特殊的运气悄悄降临到他身
边。

2021 年 1 月，曾庆恺接到红
十字会电话，通知他与一名患者
初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
挽救一条生命，而且无损健康，我
同意捐献！”他毫不犹豫答应进行
捐献。3月 5日，经过高分辨、健

康体检等程序，他入住了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经过4天的动员剂
注射，曾庆恺于3月9日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采集时
只有医护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在场陪同。安静的病房里，血
液分离机滴答滴答地工作着，一
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在进
行，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着一个
好消息。

捐献现场，曾庆恺收到了来
自患儿妈妈亲手书写的感谢信，
信中写道：“恩人您好，在无数个
与病魔抗争的日日夜夜里，是您
的出现给孩子带来了生的希望，
虽然再多感谢的话也不足以表达
您对我们的恩情，但是我还是要
对您说声谢谢！将来孩子长大
了，希望他能继承您善良、无私、
勇敢的品质，将这份爱与善念传
递下去，帮助更多人！”感激之情
跃然纸上，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得知我即将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消息时，父母有一些担心。
但当我通过上网查询、向红十字
会咨询等方式，了解了很多捐献
知识和事例之后，我有信心让他
们明白，捐献造血干细胞对健康
没有损害，渐渐地，他们就打消了

顾虑，非常尊重、支持我的决定。”
曾庆恺表示，希望通过分享自己
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捐献造血
干细胞并不可怕，鼓励更多健康、
适龄的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
伍，“我父母告诉我，‘为人父母，
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受
到一丁点伤害，但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如果因为我的捐献，能让一
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新找回生
机，那何乐而不为呢？’”

原来，一向独立自主的曾庆
恺怕家人和老师担心，在寒假回
家进行高分辨配型、体检时并未
告知其他人，直到采集的前一天，
家人和老师才通过新闻报道知晓
此事。“庆恺从小到大很少让家长
操心，如今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
救人，我作为家长感到十分自
豪！”他的父亲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得
知曾庆恺即将捐献的消息后，县
红十字会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弘
扬博爱精神，追寻雷锋足迹——
致敬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迅速引发热议，大家纷纷留言点
赞，仅仅半天的时间，就有 7 名
爱心人士主动与县红十字会联
系，报名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

八旬老人成“志友”，生命尽头发挥余热

小伙在重庆出差时捐献造血干细胞

再忙也不忘献爱心
本报讯（潘颂）近日，一家智

能装备公司的员工小李（化名）在
重庆出差时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3月9日，小李打完最后一针
动员剂，准备开始采集造血干细
胞。重庆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管理中心负责人前往采集医
院看望慰问小李，并为小李颁发
了中华骨髓库第 10936例捐献纪
念牌。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采集，
小李成功捐献 200余毫升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成为中华骨髓库重
庆分库第 104名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志愿者。

今年 1 月，小李在重庆出差
时接到中华骨髓库重庆分库工作
人员的电话，告知他初次配型成
功，小李当即表示愿意进行捐献。

生活中，小李乐于助人，经常
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参加各项志愿
服务活动。他还是一名无偿献血
者，每半年参加一次献血，累计献
血量已超 3000 毫升。2017 年 10
月，小李前往深圳血液中心献血
时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血
液病患者生命的知识，随即决定
留取血样，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山东临沂一小伙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千里之外的生命“续航”
本报讯（临红）3月10日，山

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小伙王雪峰在
济南齐鲁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捐献持续 4 个小时，一场生命的
接力紧张进行。

2012年，王雪峰通过蒙阴县
红十字会举办的公益活动，了解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当时，
他便萌生了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的念头。

2020年12月，浙江一名患者
与两名志愿者初配型成功，王雪
峰便是其中一位，当时，中华骨髓
库选择了另一位志愿者。然而，
原定捐献者临时出了状况，不能
进行采集。此时，患者已经进入
无菌仓，完成了移植前的预处理，

如果不能及时移植造血干细胞，
将会威胁到生命。危急关头，蒙
阴县红十字会立即联系王雪峰。
得知自己即将为患者实施捐献，
王雪峰立马答应，并得到了妻子
的大力支持。

3 月 10 日上午，王雪峰开始
采集造血干细胞。“最开始的两个
小时还是有些难熬的，医生嘱咐
身体部分肢体可以动以外，手臂
是千万不能动的。”王雪峰回忆。

采集过程中，王雪峰收到了
患者家属的感谢信，他感到非常
温暖，“我的举动可以挽救一条鲜
活的生命，也保护了一个完整的
家庭，所有的一切都值得”。

辽宁营口志愿者直播“三救三献”
本报讯（营红）3月17日，辽

宁省营口市第8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红十字志愿者许力航和营口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做客营口新
闻综合广播直播间，通过广播
FM106.2、AM1026频道的《新闻会
客厅》栏目，向广大市民介绍红十
字“三救三献”工作，并现场为连线

听众解答问题，取得良好反响。
许力航的本职工作是教师，

他经常参加义务献血活动，并且
于2020年8月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挽救陌生人的生命，他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为学生和身边人做
出表率。

本报讯 （杨德月）日前，江
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走访慰问家住龙潭
街道马渡村厢林组的退役老兵、

“志友”冯宗义。
2020年 4月 14日，冯宗义老

人被查出食道、贲门癌肝转移。
得知自己身体情况后，老人决定
成为一名“志友”。

冯宗义的大爱之举让妻子吕

成兰感动敬佩，2020年8月28日，
在龙潭街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见证下，冯宗义与妻子吕成兰双
双加入南京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之友组织，为生命的
光辉延续奉献一份光和热。

冯宗义生病后没有被病魔打
倒，他乐观开朗、意志坚强，在红
十字志友群中与其他病人互相关
心，共同与病魔斗争，他的乐观心

态感染了无数和他一样的病人。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
要重视敌人，生命也是这样，保持
乐观的心态，积极听取医生的建
议,配合治疗，战胜病魔。”冯宗义
说。

在走访慰问中，老人还拿出珍
藏的亲属烈士证，希望能捐献给政
府作为爱国教育物件，不忘历史，
勉励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