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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黄山开展学雷锋献血活动

本报讯 （黄红）日前，安徽省黄山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中心血站，开展“雷锋精神、热
血传承”无偿献血主题活动，共有 41位无偿
献血者成功献血13700毫升，8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

东营区再添一对夫妇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张惠）4月 1日，山东省东营市
东营区一对夫妻——刘鹏和石莹莹，携手签
署捐献申请，他们成为东营区第 158 位、第
159 位，暨 2021 年第 21 位、第 22 位遗体（角
膜）和器官登记捐献志愿者。

房县走访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本报讯（陈竹）3月31日，湖北省十堰市
房县红十字会对刘志德等3名遗体器官捐献
登记志愿者进行走访慰问，表达对遗体捐献
志愿者的敬意及关心，感谢他们的大爱之举，
同时聘请他们当好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宣
传员，将自己的开明想法传递给身边的人，让
更多人加入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行
列。

海陵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胡肖露）日前，江苏省泰州市
海陵区红十字会在城北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共有 26人撸起衣袖完成无偿献血，
累计献血近8000毫升。

梁平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李羡权）近日，重庆市梁平区
红十字会联合万州区血站、区卫生健康委组
织开展第二次集中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
样采集活动，两天共有 307名干部群众成功
献血，献血总量103150毫升，3名爱心人士采
样入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六安驻地官兵挽袖献热血

本报讯 （卢余）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31620部队 111名驻地官兵参与无偿献血活
动，献血总量36300毫升，极大地缓解了六安
临床用血压力。

赣州实现2021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严小梅）近日，江西省赣州市
第4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何华锦顺利归来，
他是该市首例“00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
是2021年首例捐献者。

宜丰县税务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邹杰峰）近日，江西省宜春市
宜丰县税务局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税务
干部积极响应，参加献血的既有工作多年的
老党员、老同志，也有入职不久的新人，当天
共有26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9000毫升。

余杭区红会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余红）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慰问近期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两位志愿者姜晨斌、许艳。

全南红会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张岚）日前，江西省赣州市全
南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南迳镇古家营
村，走访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刘方远和黄养
才的家属，并分别送上1000元慰问金和慰问
物资。

常州市金坛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常红）近日，江苏省常州市金
坛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发动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队和志愿者，分批有序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共计采集全血90000毫升，血小
板153个单位。

临沂志愿者二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本报讯 （沂红）近日，山东省临沂市红
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袁振峰在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淋巴细胞捐
献。2个半月前，他成功为一名白血病患者
实施捐献，此次是他第二次为同一名患者捐
献造血干细胞。

张家港实现第2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张红）近日，39 岁的江苏省张
家港市外企员工刘佳在苏大附一院弘慈血液
病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张家港市
第2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桃源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桃红）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桃源镇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计采血量 43000毫升，5名志愿者接受
造血干细胞采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南浔经济开发区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钱丽丽）日前，浙江省湖州市
南浔经济开发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共有 50名群众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
15500毫升，2人加入中华骨髓库，1人登记捐
献遗体。

商丘爱心市民捐献遗体

本报讯 （闫占廷）近日，因患进行性肌
营养不良症，河南省商丘市爱心市民龚彬不
幸离世。按其生前遗愿，当天无偿把遗体捐
献给郑州大学医学院供教学研究。

淄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翟慎安 李昊东）近日，山东省
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 3600余人报名参加活动，预计采血
量将达到70至80万毫升。

广西一贫困户离世50分钟后，子女决定捐献其遗体

“这应该是他最想要的结果”
■ 左高捷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遗
体捐献的事，我爸爸不在了，我们
想捐献他的遗体。”

3 月 22 日凌晨 3 时，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接到了一个
女孩的咨询电话，电话那头，女孩
的声音哽咽，但语气冷静又坚定。
拨通电话的女孩名叫小夏（化
名），50 分钟前，她的父亲去世
了，姐弟5人商量后决定，捐献父
亲的遗体。

五年帮扶，家里5个孩子有书读

去世老人名叫陈柱锋，是广
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同心村
人。陈柱锋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不会说普通话，爱人长期患病丧
失劳动能力，家中有 5 个孩子需
要读书，家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
困难，2016年认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
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帮扶

下，这一大家子不仅解决了日常
温饱问题，5 个孩子也能正常接
受教育，有学可上。如今大女儿
已大学毕业，二女儿小夏是黑龙
江大学大四的学生，三女儿在读
高三，四女儿在读高二，小儿子在
读初三。一家人的日子虽然过得
清苦，但很知足、快乐。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三年前，
陈柱锋突然脑出血导致瘫痪，家
里的顶梁柱病倒了，让本就困难
的家庭雪上加霜。这一次，一家
人再次感受到了社会的善意，在
社会各层力量的帮助下，陈柱锋
住进了县里的养老院，一住就是
三年。

感恩社会，让父亲最后发光发亮

3 月 22 日凌晨 2 时 10 分，小
夏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她急急

忙忙赶到养老院，见到了父亲最
后一面。父亲突然离世，小夏打
电话与远在深圳的姐姐和家中妹
妹弟弟商量后，很快做出了大爱
决定——捐献父亲的遗体用于医
学研究。

父亲离世 50 分钟后，小夏
就拨通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的 24 小时咨询电话。在
了解了基本信息后，工作人员
将小夏的捐献意愿转达给广西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广西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又通知
梧州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
协调员与小夏及时取得联系。
3 月 22 日上午 8 时，陈柱锋家属
完成了遗体及眼角膜捐献登记
手续。

问起小夏为何能很快地与
家人商量好做出捐献父亲遗体
的决定，她说：“我们能够完成学
业，走一条农村孩子完全不一样

的道路，而且是五个姐弟都走读
书的路，社会跟国家政策对我们
的帮助相当大，我们理应回馈社
会一点东西。我们是爸爸的女
儿、儿子，他一生碌碌无为，在生
命的最后一刻能继续发光发热，
奉献社会，这应该是他最想要的
结果，无愧于子女们所得到的众
多帮助。”

3月 22日下午 15时，在梧州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陈柱锋家
属的见证下，完成了遗体捐献。
陈柱锋的遗体被广西医科大学接
收，用于医学研究，眼角膜被爱尔
眼科医院接收。

动员全家登记，不想人生留遗憾

“一开始关注是电视 、纪录
片，然后是我有朋友在做公益，这
个公益组织是资助我们的，他朋
友圈有发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公众号的内容。”

小夏回忆，最初是从电视和
自媒体上获取了遗体与人体器官
捐献的信息，曾经想过与父亲商
量登记捐献器官，但父亲的离世
太突然了，没能让父亲的器官捐
献出去救助更多人，成为了心中
的遗憾。

送走父亲后，小夏做出了另
一个决定——完成自己的遗体与
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不仅如此，她
还动员了姐姐和妹妹，她说：“捐
赠遗体才能体现出不枉来人间走
一遭，遗体化为尘土，不如留下来
给医学事业作贡献。”

2021年，是广西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十周年。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区累计遗体和人体
器官（组织）捐献 2564 例，捐献
器官 5891个，器官捐献例数位居
全国前列，挽救了五千多名患者
的宝贵生命，使上千名患者重见
光明。

春之热血
日前，安徽省铜陵市30余名红十字志愿者相约赶到街头爱心献

血屋，以参加无偿献血和志愿服务的特别方式，庆祝春天的到来。其
中，12名志愿者参加了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4200毫升。（马卫东）

“东风快递员”来信：

“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战胜病魔”
王春鹏是火箭军某部作战保

障团的一名战士。2013年，在单
位组织的一次献血中，他加入中
华骨髓库，成为一名志愿者。今
年1月21日，王春鹏接到通知，与
一名白血病患者的血样初配成
功。

对于白血病患者来说，非血
缘关系间造血干细胞配型的成功
率只有十万分之一，能够找到合
适的配型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王春鹏回忆：“当时我正在训
练，得知有机会能够挽救一位患
者的生命，在与家人进行了沟通
之后，他们都很支持我。”

随后的两个多月，王春鹏完
成了高分辨血样检测、健康体检、
制定采集计划等流程。

4月8日上午，王春鹏开始造
血干细胞采集。20分钟后，第一
份 18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
成功采集，如此循环。

当天近 4个小时的采集一切
顺利。经过一系列处理，王春鹏
将采集好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正
式交给安徽省红十字会委托的第
三方机构，他们会把这些“生命之

液”以最快捷的方式送到患者所
在医院。

王春鹏完成捐献后，他除了
收到当地红十字会颁发的荣誉证
书，还收到了一封受捐者的亲笔
信。信中写道：“正在我们绝望的
时候，幸运的大门终于为我打开。
您的善举就像是黑暗中一道亮
光，为我及我的家人带来了生的
希望。”

王春鹏则口述，让妻子代笔
回了一封信：“在十万分之一的
机会中能与你配型成功，同时我
也很自豪，因为我的血液，能在
这个温暖的社会里，给有需要的
人带来生的希望……你我同生，
共睹盛世繁华。”落款是：东风快
递员。

一个“东风快递员”，一个远
方的患者，虽未曾谋面，却见字如
面。

现在，王春鹏已进入身体恢
复阶段，他最大的心愿是早日回
到训练场。而他捐献的造血干细
胞也已经注入到那位远方患者的
体内，患者正在康复中。

（央视军事）

一生相伴，始终相随
——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器官捐献志愿者刘信、孙菊玲夫妇

■ 何佳妮

5 年前，一对老夫妻来到宁
波海曙万安社区居委会，共同签
署了遗体捐献登记表。

今年 2月 22日，91岁的爷爷
安详离世，83岁的奶奶含泪在确
认捐献表上签字交接。爷爷的角
膜移植给眼疾患者，遗体捐献给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做“大体老
师”，心脏安放在标本陈列室 ...
就跟 5 年前承诺的一样，他把全
身都捐献了。

一生相伴

捐献遗体的老人叫刘信，他
的老伴叫孙菊玲,夫妻俩老家在
浙江东阳。1949年，南下部队驻
扎在刘信所在的金华师范学院，
19 岁的刘信立即萌生了从军报
国的想法。随后，他报名参军，参
加过云南、贵州解放战争，后又跟
着部队北上去了新疆，在赫赫有
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基地——
马兰基地，一守便是四十余年。

孙菊玲作为随军家属，一直
紧紧追随着丈夫的步伐，一心一
意支持他的事业。“1959年3月12
日我跟他结婚了，这个日子这辈
子都不会忘。”奶奶说，老一辈的
爱情故事，没有“我爱你”，也没有
鲜花钻戒，刻在两人生命里的是
长达60余年相濡以沫的岁月。

“他做的饺子、馄饨味道最
好，到现在一说起呀，我的口水都

要流下来”，说起刘爷爷，孙奶奶
的语气里满是爱意，“我很崇拜
他，从认识到结婚，他照顾了我
60余年，烧菜做饭，嘘寒问暖，我
感觉很幸福”。

始终相守

孙菊玲眼里的丈夫是一个正
直的军人，铁骨铮铮的汉子。
1959 年，俩人婚后不久，邻居家
着火，丈夫刘信第一个冲进火海
去灭火，这让孙奶奶真正见识到
了军人风骨。

和刘爷爷一样，孙奶奶也是
个爱生活，热心肠的人。退休后，
她做了社区楼道的和谐促进员，
走在路上，谁需要帮助她都上去
搭把手，社区大扫除，她也总是第
一个报名。有一天，孙奶奶看报
纸，得知遗体捐献能为医学事业
做贡献。刘爷爷说，抗战时期，那
么多人奉献了生命，甚至有的连
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为活着
的人铺下了光明幸福之路，作为
活下来的幸运人，他想做点有意
义的事。夫妻俩一商量，觉得这
是件好事，便一起去登记了。

2016 年，老俩口来杭州旅
游，孙奶奶被西湖的景色深深吸
引，回去后，和刘爷爷商量要搬到
杭州居住，就这样，两口子卖了宁
波的房子，迁居到杭州。那一年，
刘爷爷 86岁，孙奶奶 78岁，仍然
像一对20多岁热恋中的情侣，恣
意洒脱。

回忆里全是爱

2016年，刘爷爷在一次意外
跌倒后得了脑梗，为了帮助刘爷
爷康复，孙奶奶每天都要推着他
下楼遛弯，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在
家做报纸摘抄，做肢体训练。在
孙奶奶的精心照顾下，刘爷爷的
身体慢慢好转，手抄报也攒了厚
厚一打。

今年2月5日，刘爷爷突感身
体不适，被送到医院治疗，因为疫
情防控，医院进不去，想到独自躺
在 ICU里的丈夫，自己在外面什
么也做不了，天天以泪洗面的孙
奶奶咬咬牙，在征求医生的建议
后，决定带丈夫出院。

在刘爷爷最后的日子里，家
人一直陪在他身边。“白天我跟哥
哥、姐姐陪，晚上我妈妈一定要自
己陪着。怕我们打盹儿，照顾不
到父亲的需求。”小女儿刘惠兰
说。

或许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刻的
陪伴和守护，才能让两颗相知相
惜的心得到慰藉。

2 月 24 日，西湖区红十字会
和转塘街道上门看望孙奶奶，送
上了刘爷爷的捐献证书，表达对
夫妻两人的敬意。孙奶奶从房间
里一趟一趟拿出爷爷生前的照片
和军功章。说起他们的故事，孙
奶奶的眼神温暖又坚定，她说，百
年之后，她依然要跟刘爷爷在一
起，相伴相守。

写给天堂妈妈的一封信
捐献者家属是一个尤为令人

敬重的群体。他们在失去亲人、
万般悲痛之时，冲破世俗观念作
出了无偿捐献这一大爱的选择，
使亲人的人生光荣谢幕。今年 4
月，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
念活动现场，捐献者钟女士的亲
属在活动现场朗读了《写给天堂
妈妈的一封信》，感人至深。以下
为信的内容：

亲爱的妈妈，您离开我们已
经 109 天了。在这些日子里，我
无时不刻地想念您。

您生在军人世家，血脉里流
淌着红色的基因，从小受到的是
传统的教育，孝敬父母，积德行
善，用爱来回报社会。外公是身
经百战的老红军，您继承了外公
的光荣传统，穿上军装为祖国的
国防事业奉献终生。

您言传身教，让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努力学习，成为继续革
命的接班人。

妈妈，您走了；您带着对家
人、朋友的无限牵挂和不舍，带着
对亲人无限的爱走了；但您只是
灵魂去了，身体成为了“无言体
师”留在了人间；您以实际行动落
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践行
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

妈妈，您知道吗？您的大爱
之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
响。您去世捐献遗体后，各大媒
体都进行了采访报道；相关部门
也来慰问我们；您的亲友、战友
也都写了很多文章怀念您。公
众对红十字会倡导的遗体捐献
还有一些不理解，国家对这项工
作的推进还有很多困难，而您这
位普通的退役军人却做出了表
率，把习主席“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的指示落到了实
处。

您这次捐献遗体并不是偶然
的行为。听爸爸说早年您就曾多
次无偿献血，外公外婆、舅舅和两
个姨都不知道。后来，在您的感
召下，大姨、二姨也多次无偿献
血；舅舅的女儿也学您偷偷地多
次献血。在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
中，虽然您自己身患重病，仍然不
忘初心，积极捐款。

其实何止这些，您在世时虽
然工资不多，却能够每个月都拿
出百分之十捐献给慈善机构。您
自从得病之后就萌生了捐献遗体
的意愿，特别是当您得知自己所
患的病全世界都没有攻克，就更
加坚定了捐献遗体的决心。

2019 年 11 月 15 日，当您 60
岁生日时,您郑重地向家人宣布
了自己的决定。随后立即到深圳
市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
手续。

在弥留之际，您留给我的遗
言是：“我死后，不但要捐献遗体，
我的任何器官，只要有用，只要医
学需要，只要可以救人，我都愿意
捐献出来。”

妈妈，我有好多话想对您说，
好想给您打电话。可是天堂没有
信号，我只有拿着您的手机，翻阅
着以往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看
着您的照片和视频，回忆着您在
世的点点滴滴。

妈妈，请您放心。我和爸爸
都很好，我们在家里供奉着您最
美的照片，我们每周都要去花市
购买最漂亮的鲜花陪伴您。

妈妈，虽然我们在尘世间
的母子缘份已尽，但您无私、善
良、坚强、刚毅的品质将会在我
的血脉里继续流传，让我终生
受益。

希望您此刻在天堂里微笑，
和外公外婆在一起，做回那个快
乐、幸福的小女孩。

妈妈，我爱您！

感受来自北疆边城血脉相“髓”的一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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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草原的志愿者许亮成功采集
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228 毫升，成
为全国第11072例、自治区第108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副会长陈立本代表自治区
红十字会看望慰问许亮，高度赞
扬了他的无私善举，并代表中华
骨髓库和自治区红十字会为他颁

发了捐献荣誉证书和慰问金。
2018年，许亮在当地红十字

会开展的宣传活动中了解到捐献
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血液病患者
的生命，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行列。

去年 7 月，当许亮得知自己
与一名 17 岁的血液病患者初配
成功时，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
在两年的时间内就配型成功。在
征求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许

亮在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
态，他每天坚持规律作息、适当运
动，希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捐献。

4月 6日，经过 4个多小时的
捐献，许亮顺利完成捐献。他还
给患者准备了一封信和一支钢笔
作为礼物。他在信中亲切地称对
方为“小十七”，他说：“希望‘小十
七’能早日康复，早日回归学校，
早日开启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