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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会开展“回音计划”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庭

感谢之声 余音不绝
东营区成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张惠）日前，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红十字会举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
队成立仪式。服务队将在东营市分队的业务
技术指导下和东营区红十字会的指导、监督
下，自我管理，自愿、无偿、独立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龙南实现今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龙南市
2021 年第一例器官捐献者在龙南市第一人
民医院手术室成功捐献1肝2肾。

青浦区实现今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吴勤燕）近日，上海市青浦区
一名患者因自发性脑出血生命垂危，治疗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家属悲痛之余，主动联系
主治医生，自愿捐献逝者的器官。这是青浦
区今年实现的第1例人体器官捐献。

泰兴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姜睿）近日，江苏省泰兴市黄
桥镇红十字会连续 6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共计献血560余人次。

赣州老师开展集体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岚）日前，江西省赣州市四
个校区同时开展老师集体无偿献血活动，共
230人成功献血，献血81000毫升。

郑州市民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生命

本报讯 （刘晴）近日，河南省郑州市爱
心市民张先生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郑州市第 318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宜丰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邹杰峰）日前，江西省宜春市
宜丰县红十字会、县卫健委携手市中心血站
组织开展“寒冬献热血”活动，广大志愿者和
爱心人士纷纷响应，积极参与献血奉献爱心。
据统计，三天共有110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41700毫升。

龙岩中心血站召开班子述责述廉会议

本报讯 （龙红）日前，福建省龙岩市中
心血站召开 2020 年度领导班子述责述廉会
议。站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及全体干部
职工参加会议。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
监察组组长徐明新，纪检监察干部邱俐衡到
会指导。

太仓公安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金玲）近日，江苏省太仓市公
安局在警务中心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
动现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共有 124 人参与献血，献血量达
39700毫升，7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南昌开展“三献三救”知识普及

本报讯 （南红）近日，江西省南昌市红
十字会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
队开展“三救三献”知识普及宣传活动。活动
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现场登记遗体器
官捐献7人，1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32人参与
献血。

石嘴山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石红）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石嘴山市红十字会对 15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进行了慰问。

柳州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蒋荣军）日前，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红十字会结合“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对2020年捐献遗体、器官、角膜的48户
捐献者家庭开展专项慰问，每户发放慰问金
800元，共计3.84万元。

青白江区慰问遗体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青红）日前，四川省成都市青
白江区委常委、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前往大弯
街道青江路社区遗体捐献者家中看望慰问家
属刘克环，向遗体捐献者家属致以崇高的敬
意，同时送上了鲜花、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武义举办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谢晓艳）浙江省金华市中心血
站与武义县无偿献血领导小组联合举办“迎
新春献热血”活动，当日完成献血 37400 毫
升，100人参与献血，16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六安红会慰问遗体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卢余）日前，安徽省六安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市蓝天救援队队员、遗
体捐献者陶成诚家中，看望慰问捐献者家属，
并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兰溪红会走访慰问器官捐献家庭

本报讯 （冯冶凌）近日，浙江省兰溪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访慰问了5户器官捐献
家庭，为家属送上慰问金和鲜花。

乐陵红会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马春铭）日前，山东省乐陵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看望慰问了淋巴细胞捐献
者孙鑫。

全南红会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全
南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前往器官捐献者黄小
元的家属汪玉霞家中，为她送上1000元慰问
金和生活用品，汪玉霞也是一名遗体器官捐
献登记志愿者。

本报讯 （南红）“尊敬的捐
献者家属，你们好！绿草茵茵，大
地回春。在清明时节，南昌市红
十字会向无私的捐献者及你们表
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平凡而
高尚的奉献精神与日月同辉，爱
心与天地共存……”

他们是父母，亦或是儿女。
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却选
择在逝世后，将遗体或器官捐献
出来，挽救他人生命。截至目前，
江西省南昌市共有遗体或器官捐
献者 296 人，其中部分家庭因亲
人的离去，饱受经济和精神的双
重压力。

今年，为了纪念付出大爱的
捐献者，给予捐献者家属尊重和
帮扶，倡导捐献光荣和移风易俗
新观念，南昌市红十字会首次发
起“回音计划”项目，对全市遗体
和器官捐献者家庭进行了回访。
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南昌市遗
体和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属提供精
神、经济和舆论等方面的关怀和
援助。目前，“回音计划”得到了
10 余家爱心企业和众多爱心人

士的支持，已募集善款 7.6万元，
将用于 60 户遗体器官捐献者困
难家庭帮扶。

3 月 21 日至 26 日，“回音计
划”进入为期一周的线下走访。
21日，南昌市红十字会组织市演

讲协会宣讲团，省、市女企业家商
会、协会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顶
着风雨来到首站新建区，走访慰
问了目前居住在新建区的 11 户
遗体和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向
他们送去慰问和关爱包。

章小春是捐献者章昭云的父
亲，谈起女儿捐献遗体的事，虽然
事隔10余年，这个50多岁的汉子
还是忍不住哽咽。女儿在 17 岁
时，被查出患有脑瘤，她通过电视
了解到了角膜捐献和遗体捐献，
就向父亲提出，要把自己有用的
器官捐献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章小春此前从没听说过器官捐
献，但还是决定尊重女儿的意愿，
多方打听才帮助女儿完成遗愿。
好几位志愿者听着这位坚强父亲
的诉说，泣不成声。

住得不远的邹招弟是章昭云
的同学，在同一年查出患有白血
病，两个小闺蜜约好一起捐献遗
体和器官，到另一世界继续作伴。

黄绥贞的离开对他的家庭是
个巨大的打击，留下年迈的母亲
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其中还有一
个患有精神疾病。问及捐献时的
情况，快90岁的老人家已经记不
清了，只记得：“我儿子救了三条
命”。志愿者把电话留给热心的
村支书，想帮助老人的小孙子找
到更好的工作，改善家庭境况。

捐献也不都是悲伤的故事。
一位94岁的奶奶，老伴捐献了遗
体，自己和家人都是捐献志愿者。
听说志愿者要去看望她，很是高
兴，乐观开朗的奶奶还和志愿者
跳起了舞。

肖春云、赖龙元、欧阳小玲、
涂胡花、徐荷花、熊贤芳……一个
个名字深深印在了志愿者的脑海
中。每到一家，志愿者都充满感
情地朗读《感谢信》，和家属们轻
轻拥抱，希望分担他们的悲痛，用
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予他们一点点
宽慰。

“今天，我作为一名先行代
表，参加了这次走访遗体捐献家
属之旅。今天走访了新建区 11
户家庭，行程约 300 公里。每到
一家，无不为这些已逝捐赠者的
高尚品德以及他们的爱心家属所
感动。他们有些家庭很困难，但
他们的爱心很伟大。生命虽短
暂，但爱心却永恒！”回程的路上，
一名捐赠人在微信群里打出了这
段文字。

▲项目志愿者向捐献者家属朗读感谢信

拳拳爱心
连日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共开展3次应急月无偿献血活动，

参与人次近300人，成功献血165人次，总献血量达51700毫升，缓解
了疫情期间用血紧张的情况。 （南红）

广西捐献志愿者韦女士为救地贫患者全力以赴

13年的坚定守候

叶爸爸的三个愿望
本报讯 （费海燕）近日，浙

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慰问看望了宁海县第4例眼
角膜捐献者叶爸爸的家属。他们
了解到，虽然叶爸爸走了，但是他
还有些牵挂，这几天，女儿叶李宁
在承担着失去至亲悲伤的同时，
还在忙前忙后为爸爸完成未了的
心愿。

“爸爸生前最大的心愿就
是 想 把 自 己 的 眼 角 膜 捐 献 出
来，送给那些需要光明的人。”
叶李宁说。1月 15 日，叶李宁得
知爸爸的生命已经不能挽回，
忍着悲痛拨打了县红十字会的
电话。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联系下，顺利完成了眼角膜
捐献，叶爸爸成为宁海县第 4 例
眼角膜捐献者。

叶爸爸之所以成为眼角膜捐
献登记志愿者，也是受女儿的影
响。叶李宁是宁海县红十字三献
宣传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她不仅
坚持无偿献血，还是器官捐献登
记志愿者，经常在亲朋好友中大
力宣传三献知识。其中，叶爸爸

是她最大的支持者，在 2020年下
半年登记成为一名眼角膜捐献志
愿者。

叶爸爸的第二个心愿是坚持
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近日，
叶李宁带着 200元现金为爸爸完
成了捐款，据北星社区工作人员
介绍，叶爸爸每次都是捐款 200
至 300 元不等，多年来一直在坚
持。

第三个既是爸爸的心愿，也
是叶李宁的心愿——把叶爸爸
数十年来的艺术作品进行整理
并保存。叶爸爸是一个热爱艺
术与生活的人，他用“柔沙”这个
名字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宁波分校的学习，在学校学习国
画，他的国画作品被邻居们争相
珍藏。他还有个习惯，每到一个
地方就会速写画当地的风景、建
筑、景物等，他的一些速写作品
很多是宁海县域的标志性建筑。
从当初的铅笔速写到后来的彩
笔速写，作品积攒了好几箱。他
一直通过这种方式记录生活，直
到身后还在奉献。

■ 左高捷 雷靖文

1 月下旬，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韦女士成功捐献 350毫升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成功为一名地中
海贫血症患者送去生命的种子，
她也成为中华骨髓库第 10749
例、广西第 383 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等待十三年终“髓”愿

2007年，大学在读的韦女士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献血活动，并
且在工作人员的宣传下了解到了
造血干细胞捐献。想到众多被病
魔缠身苦苦等待有缘人捐献的患
者，作为医学生的韦女士经过认
真思考后，决定加入中华骨髓库。
这一等，就是13年。

2020 年 3 月，刚休完产假的
韦女士接到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电话，被告知有患者与她初配
成功，询问她是否愿意捐献。得
知消息时，韦女士十分意外，没想
到十几年过去，终于匹配成功了。

惊喜之余，她立即表示十分愿意
捐献。韦女士的爱人也非常支持
她的决定。

而对于父母，韦女士选择暂
时隐瞒，“如果我父母知道了，他
们会担心我，可能就不让我去了。
以后会慢慢跟他们说吧，他们会
理解的。”

提前结束哺乳期配合捐献

当时，韦女士正在哺乳期，工
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建议
她慎重考虑，量力而行。但作为
一名医护工作者，韦女士觉得，以
这样的方式来救死扶伤也是对工
作的另一种诠释，而且这个缘分
等待了十几年，她不想放弃救人
的机会。同时，她也担心处于哺
乳期的自己耽误捐献救人，“就是
怕患者等太久了，有必要的话会
提前结束哺乳期。”

在签署捐献同意书后，韦女
士积极配合完成了一系列高分辨
配型、体检等项目，例行检查一切
顺利。到了捐献时，韦女士决定

提前结束哺乳期。“提前了一点，
不过也不影响，能帮助到对方恢
复健康的身体就好，这比什么都
重要。”

为地贫患者二次捐献

和韦女士配型成功的是一
名地中海贫血症患者，需要的造
血干细胞量比较多，所以在第一
次捐献量不够之后，韦女士又主
动积极配合医院进行了二次捐
献。

“单位组织的献血活动比较
多，目前除了我，身边还没有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同事朋友，我觉得
自己能配型成功是比较幸运的，
毕竟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
配型成功的概率仅为 30 万分之
一。”韦女士说，“捐献对我来说只
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对患者
来说就是救命的大事。以后也会
以亲身经历给身边的朋友们普及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希
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并加入进
来。”

外卖小哥虞国华的第59次无偿献血
本报讯（何嫄 沈灿军）1月

25 日，天下着小雨，虞国华骑着
摩托车从江苏常州工地上匆匆赶
回金坛，与他自己组建的“献血外
卖群”里几位群友会合后，直奔医
院参与无偿献血。

“22日在朋友圈里看到金坛
血库告急的微信链接，我就打算
再献一次，所以一休息，就赶回来
了！”虞国华说。这已经是他第

59 次无偿献血，当天捐献了 2个
单位血小板。

今年 45 岁的虞国华从 2014
年开始，坚持定期无偿献血，总计
捐献 4次全血共计 1300毫升，55
次血小板共计79个单位。

去年4月，他组建了“外卖小
哥爱心献血先锋队”微信群，目前
群内已有 43 人。群内年龄最小
的18岁，最大的就是虞国华。每

个月大家都会去定期献血2次。
他说：“这个群名字叫‘外卖

小哥爱心献血先锋队’，但群内并
不全是外卖小哥，里面有餐厅老
板、厨师，还有大学生毕业回金坛
刚工作的，都是通过我加入无偿
献血队伍的。”虞国华只有初中学
历，他设立的群名里最初甚至有
错别字，直到最近才改正，但这丝
毫无损群友们无偿献血的热诚。

而立之年的人生礼物
——记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杨晓月

■ 周健 周海燕

1 月 26 日上午，来自江苏省
南京市玄武区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杨晓月，在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成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
集，成为南京市第 89 位、玄武区
第10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生于 1991 年的杨晓月是安
徽寿县人，在南京市口腔医院做
规培医生。她性格开朗、踏实勤
恳，大学期间积极参加无偿献
血、社区义诊等公益活动，并于
2015 年在天津医科大学报名加
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工作上，杨晓月也发挥党员
医务工作者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
好评。

去年 5 月，得知自己与一位
1980 年出生的女性血液病患者
初 次 配 型 成 功 ，相 合 度 达 到
100%，杨晓月不畏疫情考验，毅
然决定要救助这位素不相识的
有缘人。6 月，杨晓月进行了高
分辨采集，7 月进行了第 1 次体
检 。 原 本 以 为 很 快 就 可 以 捐
献，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非常
遗憾地告诉她，由于患者的病
情变化，无法按计划时间实现
捐献，第 1 次体检报告也因此过
期。

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杨晓
月多次主动拨通红十字会的电
话，询问患者近况，希望可以早日
为患者捐献。去年12月，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再次拨通了杨晓月的
电话，告诉她对方患者的身体状
况恢复良好，可以接受造血干细
胞移植手术了。得知这一消息的
杨晓月非常高兴，半年的等待没

有白费。
决心已定，杨晓月决定把这

件事告诉家人。父母和哥哥一
开始难免担心。杨晓月的丈夫
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夫妻俩对
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原理和流
程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这是一项
无损健康挽救生命的好事，因此
他对妻子的决定全力支持，并和
她一起做妻子娘家人的思想工
作，终于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与
支持。

第二次的高分辨配型及一系
列的体检流程非常顺利。2021
年 1 月，杨晓月终于从中华骨髓
库中翘首企盼的“守望者”变成了

“捐赠者”。
南京市口腔医院得知杨晓月

即将捐献的消息，对她的大爱善
举非常支持。1月 21 日，医院为
她举行了一场欢送会。

欢送会上，杨晓月谈到自己
捐献的心路历程：“对于此次捐
献，我觉得和一次普通的成分献
血一样，没什么特别。作为医生，
作为党员，我非常珍惜这样能够
回馈社会的机会。”

杨晓月即将迎来自己 30 周
岁的生日，这个善良可爱的姑
娘勇敢地选择用捐献造血干细
胞挽救一个患者的生命和为一
个家庭送去希望的善举，为自
己的而立之年，送上一份人生
大礼。她说，能够用医术治病
救人以外的特殊方式来挽救生
命回馈社会是自己生命价值的
延伸。“等我今后也当了母亲，
我会亲口告诉宝宝这些事，我
相信这是对宝宝最好的爱的教
育，我坚信宝宝会为妈妈感到
骄傲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