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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忠县实现首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刘荣琼）1月28日，重庆市忠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行看望慰问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小坪（化名）。去年 11月，他成为忠
县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重庆市第
100例非亲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成都红会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蒲红）2月 4日，四川省成都市
红十字会和蒲江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志愿
者看望慰问了蒲江县遗体捐献者家属，并送
去了800元慰问金及生活用品。

白佛社区红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长红）2月27日，河北省石家庄
市长安区白佛社区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和社区
群众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南京医学生捐髓救人

本报讯 （吴敏鸿）2月 7日上午，来自东
南大学医学院的大五学生杨斌，在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南
京市鼓楼区第 17位、今年第 1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南安新增一名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

本报讯（南红）2月19日，来自河南的志
愿者张娣登记成为福建省南安市 2021 年第
10名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她到南安霞美镇
工作已经17年：“社会就是人人帮我，我帮人
人，我就是这么想的。”

营口红会走访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营红）2月 5日，辽宁省营口市
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金莉带领营口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韩海燕、站前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来到营口市第 8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许力航家中，向他致以春节的问候。

宜丰走访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邹杰峰）2月 5日上午，江西省
宜春市宜丰县副县长、县红十字会会长刘友
亮带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访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罗辉，为他送上慰问金和大米、食用油、
毛巾被等慰问品，并致以春节祝福。

东营区新增一名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本报讯 （张惠）2月 5日下午，山东省东
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东城明佳
花园小区，同张守岗签署角膜、器官捐献申请
登记表，他成为东营区人民医院首位、东营区
2021 年第 13 位暨东营区第 150 位登记捐献
志愿者。

烟台招远姐妹相约登记捐献

本报讯 （招红）2月 5日，山东省烟台市
招远市红十字会来了一对姐妹，她们相约一
起来登记遗体器官捐献。姐姐25岁，妹妹刚
过18岁生日，姐姐表示：“我们早就有这个想
法了，希望能为社会做点贡献，但是因为妹妹
没有够 18周岁，所以一直没有如愿，现在妹
妹大学一放假，我们就一起来登记。”妹妹也
说：“希望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做不一样年
轻人。”

兴国县实现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兴红）2月24日，江西省赣州市
兴国县第1例器官捐献在兴国县第二医院实
施，成功捐献一肝两肾。

新乡市实现第3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新红）1月19日，河南省新乡市
长垣市武丘乡居民张恒雷成功采集造血干细
胞，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
希望，成为新乡市第36例、河南省第939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震泽镇组织新年首场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诸庆芳）1月26日，江苏省苏州
市吴江区震泽镇 2021 年第一场无偿献血活
动在镇政府六楼开展，共有 178人参加无偿
献血，1人志愿加入中华骨髓库。

咸阳组织收看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讯（于国良）2月25日上午，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陕西省咸阳血站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及
时收看大会现场直播，致敬脱贫攻坚楷模、先
进个人和集体，共同见证脱贫攻坚历史伟业
的庄严时刻。

峡江红会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陈连香）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前往峡江县巴邱镇，慰问
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廖某某，他是峡江县第
1例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一肝两肾。

宾川县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王蕊）1 月 26 日至 27 日，云南
省大理州宾川县红十字会组织爱心志愿者开
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共有 787人参加
无偿献血，献出血液206570毫升。

内江实现新年首例人体器官捐献登记

本报讯（内红）1月25日，四川省内江市
隆昌市委党校工会主席代云燕向四川省内江
市隆昌市红十字会申请办理了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成为该市 2021年线下登记的第 1
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宣威红会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庭

本报讯 （宣红）2月 7日，云南省宣威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赴宣威市人体器官捐献者
家庭进行人道慰问，送去慰问金和爱心物资。

新年的“生命福礼”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傅先生捐髓救人侧记

（上接一版）
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

开展自我批评，根本动力来自党
性，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
责的精神。年轻干部要有“检身
若不及”的自觉，经常对照党的理
论、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
使命、对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主动
查找、勇于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
足。要本着对党、对事业、对同志
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开展批评，
帮助同志发现缺点、改正错误，团
结同志一道前进。要涵养虚心接
受批评的胸怀和气度，胸襟开阔、
诚恳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习近平强调，敢于斗争是我
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
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
赢得未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
点也不会比过去少。年轻干部要
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
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
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
要坚定斗争意志，不屈不挠、一往
无前，决不能碰到一点挫折就畏
缩不前，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
要善斗争、会斗争，提升见微知著
的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洞察先
机、趋利避害。要加强战略谋划，
把握大势大局，抓住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
科学排兵布阵，牢牢掌握斗争主
动权。要增强底线思维，定期对

风险因素进行全面排查。要善于
经一事长一智，由此及彼、举一反
三，练就斗争的真本领、真功夫。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接
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
斗足迹。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
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
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
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
俭办一切事情。年轻干部要时刻
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
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

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要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同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贯通起来，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
论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
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学习
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
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1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央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 桂红

2 月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傅先生成功捐献 200余毫升
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在新春佳节
到来之际，为一位血液病患者送
去了一份珍贵的“生命福礼”。他
也成为中华骨髓库第 10845 例，
广西第 384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始于奉献，坚持等待十三年

1995 年 12 月 13 日，傅先生
第一次献血。回想起 25 年前的
献血初衷，他记忆犹新：当时他还
是一名大三学生，他的大学摄影
老师是血站宣传干事，在老师的
宣传、鼓舞下，傅先生挑了一个阳

光明媚的日子前往桂林血站进行
了人生第一次献血。此后，傅先
生坚持不定期献血，已累计献血
30 余次，献血量超过 6000 毫升。
2016年，傅先生荣获“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我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后，
家人受我的影响，也会去献血。”
傅先生说，“后来工作了，忙起来
也会安排自己一年献一次血，成
份血一般也会献一到两次。”这一
坚持，就是25年。

在 2007年的一次献血中，通
过血站工作人员的宣传，傅先生
第一次详细了解到了造血干细胞
捐献的相关知识，并自愿加入中
华骨髓库。入库之后是 13 年的
等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傅先

生入库两年之后，他的堂弟和妻
子的妹妹也在他的影响下，加入
了中华骨髓库。

去年 8 月下旬，傅先生接到
了配型成功的通知。“刚接到消息
的时候很兴奋，毕竟距离入库时
间已过去长达13年之久，这是一
件神奇又幸运的事。”傅先生表
示，入库时想过可能会配型成功，
一直在等待，“我从没忘记入库这
件事，随时在等待帮助有需要的
人”。

全力支持，顺利完成捐献

在采集造血干细胞之前，需
要先打动员剂。

“动员剂前两针，我认为只是
给脊髓内的造血干细胞们开了个

会，通知它们准备急行军去外周
血完成任务，第三针开始它们就
出发了，所以打动员剂第二天中
午以后会有腰部酸胀的情况，仅
此而已。直到捐献当天，类似酸
胀情况都存在，但是不影响正常
活动。”

傅先生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描
述了打动员剂和采集的过程，希
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造血干
细胞捐献，“正式采集需要四个小
时左右，期间会有陪护志愿者协
助喝水和补钙。捐完感觉和正常
运动了一场差不多，有些疲劳，但
没有其他异常。第二天我就可以
出院回家了。”

傅先生的家人大多有献血经
历，也有登记捐献的志愿者，他们

都非常支持傅先生捐献造血干细
胞，并为他感到自豪。

工作中，傅先生负责市场营
销部门，主要开发和经营桂林景
区体验项目。这次捐献正好碰
上公司一个景区试运营的日子，
同事们都在加班加点，他也在病
房里用微信忙着与同事沟通工
作，“感谢领导和同事们对我这
次捐献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理解
和支持，领导觉得这也是一个企
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机会。”傅先
生说。

傅先生表示，从接到通知到
配型最后敲定，他都觉得时间紧
迫，因为患者等不起，“有生之年
能够完成一次造血干细胞捐献，
我觉得非常值得。”

新年祝福
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定点采集医院血液科病房，来自南

湖区的医护工作者陆医生，为挽救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义
无反顾地捐献出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成为南湖区第7例、全省第
6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图为陆医生与妻子在捐献病房内合
影留念。 （南红）

倡导者先行，用爱为生命加油
福建省龙岩市中心血站开展卫健系统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龙红）近日，福建
省龙岩市中心血站组织干部职工
开展“热血送暖，为生命接力”无
偿献血活动。在站长黄丽平的带
领下，大家走进二楼采血大厅，分
批、有序地填写表格、采血检验和
撸袖献血。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再加上天气寒冷，街
头献血人群骤减。根据新冠肺炎
疫苗接种安排，龙岩市重点人群

按 计 划 分 批 进 行 新 冠 疫 苗 接
种，第一次注射疫苗和第二次注
射疫苗之间的间隔通常为28天，
第二次注射疫苗 28 天后才能参
加无偿献血，采血情况不甚理想，
血液库存紧缺。

血站职工作为医务人员也是
重点接种对象，在临时接到接种
疫苗通知后，站领导号召全体职
工集中开展此次献血活动。黄丽
平带头挽袖捐献了 300 毫升全

血，已累计捐献 29900毫升，还带
领刚从大学放假回家的女儿参加
了献血。部分职工紧随其后，大
家积极参加献血，共同为缓解紧
张的血液库存增添一份自己的爱
心。

因血管比较细不敢尝试的质
控科张巧丽，在大家的鼓励下也
第一次尝试捐献机采血小板，她
表示，“有了今天的成功尝试，以
后我会坚持献机采血小板的。”

19年献出24个成人血液量

于都夫妻成志愿服务黄金组合
■ 郭洪福

2 月 28 日，江西省赣州市于
都县无偿献血第一人李正强在赣
州市中心血站完成人生中第 204
次无偿献血；他的妻子朱云无偿
献血也达到了54次，夫妻俩无偿
献血总量达到 109200毫升，相当
于 24 个成年人血液量总和。这
对志同道合的无偿献血夫妻档，
成为了当地志愿服务领域的黄金
组合。

李正强和妻子朱云在工作时
相识、相恋，走到一起。夫妻俩同
心同德参与无偿献血，也并非一
开始就一拍即合。

献那么多血有什么用？对丈
夫李正强热心参与无偿献血，妻
子朱云起初并不理解。每当妻子
有了怨言，李正强总是耐着性子
给她宣讲无偿献血的政策法律知
识和各种利好。“能够把血献出
去，起码说明我们的血、我们的身
体是健康的。献血多了，万一以
后亲朋好友要急用血，也更加方
便，你看现在的我连感冒都很少
了……”李正强给妻子开导，“灌

输”自己的想法理念。
看到丈夫经常为了“血液告

急”而奔波忙碌，朱云看在眼里，
疼在心头。2013年12月，见贤思
齐的朱云克服恐惧心理来到血
站，夫唱妇随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第一次就捐献了 400 毫升全血。
之后一直坚持献血，至今捐献全
血 1次 400毫升，机采 53次，无偿
献血累计 54 次，累计献血总量
21300毫升。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这些
年，李正强夫妻俩经常结伴赴赣
州献血。2002年至今，李正强累
计无偿献血204次，其中献全血8
次累计 3000 毫升，献成分血 196
次合计 387 个治疗量，总量达到
87900 毫升，相当于 20 个成年人
血液量，无偿献血总量居全县之
首、全市第二。

近朱者赤。2013年开始，李
正强还动员哥嫂加入无偿献血队
伍。2017年，李正强朱云夫妇双
双获得“赣州好人”殊荣。同年 4
月，鉴于李正强的贡献和影响力，
市里聘任李正强为于都县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支队支队长。2010

年以来，李正强连续10年获得国
家卫健委（原卫生部）、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颁发的“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金奖”荣誉称号。

“只要身体允许，就会一直坚
持献下去，用心享受奉献互助带
来的快乐。”近些年，李正强夫妇
经常以亲友互助的方式参与无偿
献血，“一对一”帮助一些白血病、
地中海贫血或重症疾病患者度过
难关。

去年疫情期间，李正强主动
到县爱心献血屋做志愿服务，帮
助接待前来咨询或献血的市民，
指导填表，派发礼品，录入献血者
数据。“疫情期间，这里人手少、工
作量增加。有强哥在，真好！”说
起李正强，赣州市中心血站派驻
于都爱心献血屋的护士邹树生竖
起了大拇指。

有人笑他们傻，有人笑他们
痴，但李正强夫妻俩依然“我行我
素”，乐此不疲。每月两次去市里
机采无偿献血，雷打不动，只要一
有空，就往爱心献血屋跑。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早已成为夫妇俩的
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讯（义红）2月28日，一
场庄严的追悼会在浙江省义乌市
殡仪馆举行，150余位亲朋好友、
同事共同前往送别遗体捐献者翁
春菊。义乌市红十字副会长秦景
昌代表红十字会参加追悼会并献
上花圈。

翁春菊生前为义乌市自然资
源与规划局（原国土局）档案中心
主任、民盟副主委，曾当选义乌市
第十四届人大代表、第十三届政
协委员。2月 12 日上午，翁春菊
因病去世，按照她的遗愿，家人把
她的遗体捐献给浙江大学医学院
用于医学研究，成为义乌市第 13
例遗体捐献者，脑组织运送到浙
江大学脑库，用于人脑研究；她的
眼组织让另外一个生命重获光明
的希望。

“她是一个爱笑的人，对生活
很乐观，对工作很负责。”翁春菊的
儿子虞靖航说，2016年年底，母亲
被确诊为乳腺癌。乐观向上的她
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尤
其是在工作上，更加尽心尽力。

作为国土档案工作的“领头

羊”, 翁春菊利用自身特长，制订
了土地档案分类方案、立卷归档
制度、档案借阅利用制度、库房管
理制度等一系列的土地档案管理
制度。她关注民生实事，在政协
会议上屡次建言献策，多次获得
民主同盟金华市委员会先进个
人、义乌市政协工作先进个人等
荣誉称号。“在工作中她无私奉
献，随叫随到，为了工作，常常牺
牲休息时间，患病期间仍挂念着
工作，坚持着工作。”她的同事在
吊唁词中写道。

“我最佩服我母亲的就是她
的社会责任感。2018年，当时她
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但还是
坚持通过走访调查等工作积极参
与市里的垃圾分类工作。”说起母
亲的工作，虞靖航的敬佩之情溢
于言表，“我原本真的不理解，她
当时因为病痛折磨，手指已经很
麻了，连打字都打不了，还是坚持
让我帮她整理好所有关于垃圾分
类的调查内容和建议。现在回想
起那段时间，她的精神值得我一
辈子学习。”

从始至终，为人民服务
浙江省义乌市公务员翁春菊去世捐献遗体器官

将光明留在人间
90岁抗美援朝老兵逝世后捐献眼角膜

本报讯（烟红）2月16日，90
岁的共产党员、抗美援朝老兵周
世良去世，遵照周老遗愿，山东省
烟台市莱山区红十字会联系山东
省眼库工作人员取走了周老的眼
角膜。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
在生命走向终结之时，他以无偿、
自愿捐献眼角膜的方式成就了人
生最后一次善举。

周世良 1931 年 8 月 24 日出
生，1951 年 1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1954年 9月入党，1957年 4
月复员回到家乡。在部队期间，
曾任炮兵班长、代理炮兵排长，先
后 3 次荣立三等功，荣获多枚荣
誉勋章。回乡后长期担任村干
部，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深受群
众信赖。他说：“每个生命都会走
向终结，是党给了我新生命，我还
想为党和人民做最后的贡献，把
我的角膜捐出去，让看不见的人
重见光明，报答党对我的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