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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之名，
让生命延续
——记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甘肃省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服务队
■ 朱婕 王虎
5 年来，
甘肃省登记捐献遗体
器 官 总 人 数 为 12865 人 。 其 中
2015 年 28 人，
2016 年 150 人，
2017
年 750 人，
2018 年 1849 人，
2019 年
达 10088 人。
在甘肃省无偿捐献遗体器官
志愿服务队队长张森看来，这是
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说明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理解和认同遗体器官
捐献这件事了”
。
张森所在的甘肃省无偿捐献
遗体器官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5 年。5 年来，服务队一直致
力推动遗体器官无偿捐献，数据
增长的背后是他们的辛勤付出。
不 久 前 ，服 务 队 被 评 为 第 24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是
甘肃省青年团体首次获此殊荣。

生命延续
2012 年底，张森的父亲癌症
晚期，医生告诉张森，如果有合适
的肾源，通过移植手术，
他的父亲
可以多活 5 到 8 年。张森说：
“当
时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全省无偿
捐献遗体器官的志愿者仅有十几
人，匹配率极低。”
次年 9 月，父亲离世。张森
在悲痛中思考，假如有更多人加
入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队伍，像
父亲一样的人获得新生的机会就
多一点。于是，发动和影响更多
人参与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想法
在张森心里萌芽。

“一个人捐献遗体和全部器
官，一般能救七到十几个人，
这种
大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张森
说，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报酬，
但却
能给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对捐献
者来说是生命的延续。
2015 年 12 月 10 日 ，张 森 在
自己 33 岁生日这一天签署了无
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协议。同
日，他发起成立甘肃省无偿捐献
遗体器官志愿服务队，致力于普
及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知识、关怀
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推动
健康事业发展。
“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人
从接触遗体器官捐献再到做出决
定，需要时间、理解和耐心。”张森
说，经过两年反复做工作，
他的母
亲、爱人、岳父岳母、姥爷姥姥、舅
舅、弟弟等 8 人先后登记无偿捐
献遗体器官。
服务队副队长周玮主要负责
对外联络工作，对登记无偿捐献
遗体器官的志愿者开展慰问和人
文关怀。他说，上世纪 90 年代看
过一部电视剧，其中关于遗体捐
献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就在那
时，他有了捐献遗体器官的念头，
“想法很简单，
离世后器官可以帮
助有需要的人，遗体可以用于医
学研究”
。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玮在朋
友圈中看到张森一家 9 口志愿捐
献遗体器官的报道，于是主动登
记成了一名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
愿者，并加入服务队。

入队以来，
经周玮努力，
已有
28 人登记志愿无偿捐献遗体器
官，仅 2019 年，周玮身边就有 5 位
亲友登记。

为爱坚守
成立初期，服务队组织队员
在兰州的广场、街道、公园、学校
等人群密集处做宣传，
贴海报、分
发宣传册，一对一给市民答疑解
惑。
“ 很多人不理解，有人一听到
‘捐献遗体器官’，态度立刻就变
了，转身就走。”服务队副秘书长
马晓菲道出当时的窘境，
“ 现在，
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已经被越来越
多的人接受和认可了。”
对此，
张森坚信，
只要坚持下
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进来。
牛玮栋是纤维癌晚期患者，
2018 年 5 月 12 日，在生命即将走
到尽头时，他在遗体器官捐献申
请登记表上签字，做出了捐献遗
体器官的决定。
对登记捐献遗体器官的志愿
者进行定期回访和关怀，是服务
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队员们经常
去看望牛玮栋和他的家人。”张森
说，
最让他感动的是，
当得知服务
队的项目入围“第四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时，
身患
重病的牛玮栋表示也想去参加比
赛，
为队员们加油鼓劲。
“2018 年 是 服 务 队 的 低 谷 ，
经费来源出了问题，团队快坚持
不下去了，很多活动队员只能自

掏腰包，
垫付经费。”张森说，
就在
这时，
服务队迎来了转机。
2018 年 12 月，服务队参加了
在四川德阳举行的“第四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参赛的
项目是“无偿捐献器官志愿者关
怀体系建设”
。
张森用两分钟时间阐述了自
己的观点，并讲述了服务队所做
的工作及牛玮栋的故事。
第二天，张森突然接到组委
会的电话，让他去参加颁奖晚会
的彩排：
“你们是金奖！”
放下电话，张森和队员们相
拥而泣。张森说，
“这个金奖对服
务队来说是个转机，让队员们有
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迎风前行
此后，志愿服务队不断加大
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知识普及和宣
传力度，
并从兰大医学院、西北师
大等高校吸收青年力量，21 岁的
在校大学生刘兰就是这时加入服
务队的。
说起原因，刘兰说是受母亲
刘菊英的影响。
刘菊英是三级残疾，2016 年
跟家人提出捐献遗体器官的想法
后立即遭到反对。但她没有放
弃，不断做家人的思想工作。刘
兰说：
“母亲说她受到过很多人帮
助，应该做点事情回馈社会。”后
来，
刘菊英如愿加入服务队，
整天
忙得不亦乐乎，
心态也好了很多。
经刘菊英的说服和动员，目

前，包括刘兰在内的一家 5 口都
已经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志愿者用行动去感染身边
人，一传十，十传百，参与捐献的
人越多，
基数就越大，
需要器官移
植的病患获救的几率就越大。”服
务队秘书长刘江说，队里经常组
织医院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获得器官捐献
受益者、登记捐献遗体器官志愿
者等组成宣讲团队，
在医学院校、
广场、公园等地现身说法，
推动形
成支持遗体器官无偿捐献的良好
社会氛围。
张森现任团中央青年讲师团
讲师，也是甘肃省青年讲师团成
员，
经常在全国各地的机关单位、
企业和学校等地开展宣讲。
“去年
在中石油总部讲课后，3 天里就
有 20 多人登记无偿捐献遗体器
官。”张森说，把最真实的想法说
出来，把最真实的故事讲出来，
“人们会理解和支持的”
。
经过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
努力，甘肃省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到 2019 年达
到 10088 人。今年年初至今，全
省登记捐献遗体器官的志愿者达
4800 多人。
“虽然人数增长较快，
但相比
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甘肃登记无
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的基数还
比较小。”张森说，我们会继续努
力，让更多人支持并成为登记捐
献志愿者，
“ 以爱之名，让生命得
以延续”
。

黄山区举行眼角膜登记捐献活动
本报讯 （李松筠）近日，安徽省黄山市
黄山区举行无偿捐献眼角膜集体签约活动。
来自黄山区红十字会机关、汤口镇政府、芳村
村委会、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大队等单位和组
织的 16 名志愿者在《志愿捐献遗体（角膜）登
记表》上签下名字。

香河县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香红）近日，河北省廊坊市香
河县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
募活动，21 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目
前，香河县已有 1000 余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
髓库。

阜阳慰问捐献者困难家庭
本报讯 （宋萍）近日，安徽省阜阳市红
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李德杰、专职副会长宋萍
等一行赴颍州区、界首市等地，
看望慰问遗体
器官（角膜）捐献者困难家庭，为他们送去慰
问品和慰问金，
表达对捐献者的敬意。

溧水区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进机关
本报讯 （葛润苏）近日，江苏省南京市
溧水区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卞红
红受邀来到区农业农村局，
参加主题为
“绽放
战疫青春 坚定制度自信”的宣传教育活动。
与该局青年党员、共青团员们分享她的抗疫
故事，并号召青年积极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队伍。

南京开展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活动
本报讯 （宁红）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栖
霞区红十字会与南京市血液中心联合开展造
血干细胞集中采样活动，全区 9 个街道和区
机关、区卫生健康委、区教育系统红十字会
100 多名志愿者报名，有 80 名志愿者采样加
入中华骨髓库，
16 人献血 4200 毫升。

新建区居民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新红）近日，江西省南昌市新
建区流湖镇的刘秋香女士来到区红十字会，
填写了遗体器官捐献表，
自愿身后捐献遗体。

神农架林区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韦艳）近日，湖北省神农架林
区红十字会在松柏镇龙沟村开展造血干细胞
捐献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详细介绍造血干
细胞捐献相关知识。

镇海区一家三口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镇红）近日，浙江
省宁波市镇海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来到姚建波家中，为其一家三
口送去遗体捐献志愿卡和鲜花，
点赞他们的大爱精神。
今年 48 岁的姚建波是一名
社区工作者，
她说，
自己和丈夫之
所以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是因
为受到女儿的影响。
姚建波的女儿王雨倩是一名
大三学生，就读于南京特殊教育
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这让她
接触到很多特殊的孩子，她说：
“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是一件多
么幸运的事，应该将这份‘幸运’
传递下去，尽可能地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3 月的一天，王雨倩在朋友
圈看到一个同学转发了遗体捐献
的相关链接，她突然有了登记捐
献遗体的想法。
“我在高中时就有了捐献遗
体的念头，当时看到一个新闻报

道，江苏的一名女孩去世后捐献
出 6 个器官，挽救了 6 名陌生人的
生命。现在我长大了，有能力做
决 定 了 ，于 是 我 点 进 链 接 报 了
名。”王雨倩说。
提交完遗体捐献报名表后，
王雨倩思来想去，觉得应该把这
个决定告诉父母。
“女儿跟我说了这件事后，
我
第一反应就是
‘很好啊，
妈妈支持
你！’
”姚建波说，
自己听说过遗体
捐献，但不知道怎样报名，
这次知
道女儿报了名，自己也一起加入
了。
后来，姚建波又把老公也拉
进了爱心队伍，一家三口集体签
下遗体捐献志愿书。
“在生命结束时，
把遗体器官
捐献出去能帮助更多人，同时也
是生命的延续，离世后一部分生
命 还 存 在 这 个 世 界 上 ，还 能 去
‘看’
，去
‘感受’
祖国的大好河山，
多好！”姚建波说。

东营区老夫妻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张惠）近日，山东
省东营市东营区 65 岁的张福珍
和 66 岁的老伴主动联系红十字
会，一起签署了遗体捐献申请书。
张福珍说：
“ 几年前，我们老
两口就考虑着要签。一是将来不
给子女留麻烦，二是尽我们的能
力，为社会做点小贡献。现在的
人观念都转变了，离世后与其火
化，不如捐出去，供医学院校研

究。”
签署申请书时，这对老夫妻
彼此作为执行人，认真地签下了
名字。在选择“捐献意愿”时，张
福珍毫不犹豫地在两份申请书上
选择了“角膜、遗体”。她说：
“我
和老伴商量好了，老了能用到的
就是角膜和遗体了。永安陵园有
专门的捐献纪念碑，抽时间我们
得看看去。”

富阳区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富红）近日，31 岁
的程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第 2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程先生是江苏徐州人，2012
年 来 到 富 阳 区 工 作 。 2016 年 7
月加入中华骨髓库。
“当时对造血
干细胞捐献不太了解，但听说能
救人一命，就登记了。”程先生说。
2019 年 10 月底的一天，程先
生接到了区红十字会的电话。
“有
人与您的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
您是否愿意捐献？”

程先生说：
“这个问题不用犹
豫，我一定全力以赴！”
从接到初配成功的电话到正
式捐献造血干细胞，程先生等了
6 个多月。他说，等待的日子像
准备百米冲刺，只等裁判一声枪
响，然后奋力一搏。
2020 年 5 月，捐献日期终于
到了，程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圆了自己的救人梦。
截至 5 月底，富阳区造血干
细胞捐献登记入库 4248 人，成捐
献 22 人 23 例。

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可获三年保险
本报讯 （镇红）近日，江苏
省镇江市红十字会联合东吴人寿
镇江分公司开展关爱镇江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健康行动项目启动仪
式。该项目已实施 3 年，东吴人

寿镇江分公司为镇江 88 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免费提供东吴团体
意外伤害险、东吴意外团体医疗
险、东吴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团体
医疗险，每人保额达 10 万余元。

科区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科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市科尔沁区红十字会联合内蒙古民族大学
医学院，在西拉木伦公园开展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丹阳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张辉）近日，江苏省丹阳市红
十字会举办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
动，共有 101 名志愿者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
髓库。目前，丹阳市有 800 余名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者，
5 人成功捐献。

吉水县两位男子离世捐献器官
本报讯 （张婷）近日，江西省吉安市吉
水县 45 岁男子肖某和 55 岁男子邓某先后离
世，
分别捐献出一个肝脏和两只肾脏，
挽救了
6 名患者的生命。
们实现一个微心愿，
帮助
“小海
豚”
们健康成长，
帮助失去至亲
的孩子乐观自信面对人生。
湖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字会面向社会发起
“结对小海豚” 表示，随着社会对器官捐献事
活动，为每位器官捐献者的子女
业的认同和支持，
参与关爱
“小
找一位爱心爸妈。
海豚”公益项目的单位和志愿
活动开展至今，20 余位“爱
者越来越多，大家给予孩子们
心爸妈”和结对“子女”组成一个
无微不至的关爱，
让
“失亲者不
大家庭。大家约定，每月至少打
失亲”
。
一个电话，
每季度写一封信，
每年
活动中，市红十字会还为
组织一次有益孩子成长的活动， “小海豚”们送上包括科技玩
每个儿童节准备一份礼物，每年
具、衣服、钢笔、图书等物品的
送上一份生日祝福，每年为孩子
爱心大礼包。
（湖红）

关爱“小海豚”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红十
字志愿者宣传服务队邀请器官
捐献者子女和他们的“爱心爸
妈”
，
来到湖州红十字生命教育
基地——协和华东干细胞基因
工程有限公司生命教育体验
馆，
让孩子们探索生命的奥秘。
在湖州，器官捐献者子女
有 个 特 别 的 名 字 ——“ 小 海
豚”。2018 年 5 月，湖州市红十

镇江大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王呈）近日，江苏科技大学大
四学生小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镇江
市今年首位、江苏科技大学首位、镇江市第
89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寻乌县实现今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寻
乌县一位志愿者离世，
捐献出一个肝脏、一对
肾脏和眼角膜，
成为该县今年首例捐献者。

北海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北红）近日，广西北海市红十
字会与市中心血站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79 人参与献血，
献血总量 2.77 万毫升。

乌后旗 42 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感谢捐献者，把光明传递给我”
吐鲁番农民移植眼角膜重见光明
本报讯 （侯玥）
“感谢角膜
捐献者，
把光明传递给我，
我会带
着感恩的心好好生活。”重见光明
后，40 岁的新疆吐鲁番农民王喆
哽咽着说。
今年 2 月以来，王喆左眼视
力急剧下降且疼痛难忍，被诊断
为左眼病毒性角膜炎，眼角膜移
植手术是唯一的康复希望。
5 月中旬，症状越来越严重
的王喆被送往乌鲁木齐市眼耳鼻
喉专科医院治疗。经过检查，左
眼眼角膜已溃烂穿孔，如果不及

时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他的左眼
不仅会失明，还面临眼球摘除的
风险。
“考虑到要先保住患者眼
球，我们决定用眼库里干燥保存
的一枚眼角膜为患者尽快完成
角膜移植手术。”乌市红十字眼
库负责人、乌市眼耳鼻喉专科医
院眼科主任热孜万·买买提明介
绍，眼库目前能够提供短期、中
期、长期三种角膜保存方式，除
了传统角膜移植方式，还开展了
角膜内皮移植术、穿透性角膜移

鄂州红会开展“三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鄂红）近日，湖北
省鄂州市红十字会开展“生命如
花 爱心接力——献血、献造血干
细胞、献器官主题宣传活动”
。

活动中，市红十字心泉志愿
服务队向参加活动的居民讲解人
体器官捐献及献血、献造血干细
胞的相关知识和捐献程序，志愿

植术、板层角膜移植、深板层角
膜移植术等成分角膜移植术，实
现了角膜的一材多用，不浪费宝
贵的角膜资源。
近期，王喆接受了板层角膜
移植手术，
保住了左眼眼球功能，
视力也有所提升。
2012 年 7 月，乌市红十字眼
库成立，这是新疆地区第一个组
织（角膜）库，
填补了新疆组织（角
膜）捐献领域的空白，
目前眼库已
实 现 角 膜 捐 献 84 人 次 ，完 成 了
314 例角膜移植手术。

者向居民发放《人体器官捐献条
例》、献血、献造血干细胞、自救互
救等宣传资料。吴都社区书记及
红十字志愿者带头签署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书，热心居民也纷纷加
入，现场签订遗体捐献志愿书 14
份，
器官捐献志愿书 7 份。

本报讯 （阿如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组织开展造
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42 名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完成血样采集，
加入中华骨髓库。

上城区老人离世捐器官
本报讯 （任江媛）近日，浙江省杭州市
上城区清波街道 82 岁的江景良老人去世，家
人按照老人遗嘱，联系上城区红十字会签订
了遗体（组织）捐献志愿书。

赣州开展“三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会
昌县开展“三献”宣传活动，共有 159 人献血
5.62 万毫升，
12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六安 57 名志愿者登记捐遗体（器官）
本报讯 （卢余）近日，安徽省六安市蓝
天救援队 57 名队员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见证下，签下了人体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书。目前该市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已突破 3000 人。

南通最小器官捐献者献出“生命礼物”
本报讯 （余瑶）近日，17 个月大的金璋
烨因病离世，父母忍痛捐献出他的肝脏和肾
脏，
让三个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
金璋烨成
为江苏南通目前年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