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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陈灵 黄耿煌 周培煌

5 月 11 日凌晨，福建省南安
市码头镇东大村 83 岁的柯世文
去世，按照老人生前遗愿，他的遗
体捐献给厦门大学医学院。

2019年，柯世文主动联系南
安市红十字会，表达登记捐献遗
体器官的意愿，并于当年 3 月在
镇村干部见证下完成了登记。老
人生前曾反复叮嘱家人和村干
部：“我离世后，你们一定要帮我
完成遗体捐献愿望，为社会做一
点贡献。”

5 月 12 日上午，一场告别仪
式在柯老伯家的祖厝前举行。灵
堂的背景布上，他的遗像旁印着
一张《荣誉证书》，上面写着：“您
自愿在逝世后把遗体（器官）捐献

给医学事业，恩泽患者，造福社
会，这种高尚的精神，将受到社会
的尊敬和赞扬。”

仪式上，柯老伯的亲属以及
东大村村委会、老年人协会成员
纷纷前来吊唁。

南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
一束鲜花轻轻放在遗像旁，与厦
门大学医学院的老师一同向柯老
伯的遗体鞠躬。

告别仪式后，柯老伯的遗体
被送到东大村村口，家人泣不成
声。在村民帮助下，老伯的遗体
被送上车，离开东大村。

“非常感谢柯老伯。”来迎接
柯老伯遗体的厦门大学医学院老
师胡庆中说：“‘大体老师’的奉献
促进了医学教学、科研事业的进
步。”

“这半个月来，他至少给我
打了七八次电话，再三强调，无
论如何都要捐献遗体。”柯老伯
的堂弟柯渊成说，“他留下的遗
书上也写着‘做人要讲信用，必
须履行承诺’。因为现在遗体火
化需要户口簿等身份证件，他担
心家属不执行，还将户口簿藏了
起来。”

东大村支委张自展说：“前几
天，柯老伯多次向村书记和村主
任交代，务必监督亲属将他的遗
体捐出，甚至在他去世前一晚还
向村书记强调此事。”

得知柯老伯去世后，柯渊成
立刻联系南安市红十字会。

南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表示，2006年柯老伯就有登记捐
献遗体器官的想法，但当时家人

不同意，没能实现。”通过多年的
沟通交流，柯老伯的想法终于得
到家人理解，他于 2019年 3月 13
日登记成为 2019 年南安市第 13
位人体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除了捐献遗体，柯老伯在遗
书中还交代，丧事一定要从简。

“柯老生前做了 20多年东大
村老年人协会会长，直到81岁才
卸任。虽不是党员，但他始终按
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张自展
说，老伯是村里的热心肠，谁有困
难，他都尽力去帮忙，帮村里的贫
困户申请办理低保手续，帮患重
病的村民争取资金。

村里 80多岁的贫困户老柯，
长年居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柯世
文主动帮他申请房屋修缮补助，
改善他的居住环境。柯世文还是

东大小学的校董事，长期热心教
育事业。

柯世文是南安市今年首例成
功捐献遗体的志愿者。近年来，
在红十字会、志愿者、媒体等多方
走访、宣传下，无论登记捐献遗
体、器官还是实现捐献器官的例
数都逐渐增加。

“今年南安市登记捐献遗体
器官 8 人。截至目前，南安市累
计登记 900 多人，累计实现器官
捐献14人、眼角膜捐献2人、造血
干细胞捐献4人，遗体捐献7人。”
南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
遗体和器官捐献既能促进医学科
学事业的发展，也能挽救等待移
植患者的生命，希望越来越多的
市民自愿登记，参与遗体器官捐
献的爱心接力。

福建南安83岁老伯离世捐遗体，生前曾藏起户口簿不让亲属火化，老人说——

“过世后也要为社会做点贡献”

近日，安徽省天长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上街头，向市
民发放“三救”“三献”宣传资料，讲解防灾减灾知识，并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 （陈开云）

本报讯 （衡红）近日，湖南
省衡阳市衡阳县井头镇 21 岁的
彭效胤不幸病逝，父亲根据他生
前遗愿，捐献出他的两个肾脏、一
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用大爱点
亮生命之光。

彭效胤从小品学兼优，乐于
助人。2017年，他考入湘潭大学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专业，现为该校大三学生。

彭效胤曾在 2019 年高教社
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荣
获一等奖，拿到了湘潭大学的保
研单列指标。在老师和同学眼
中，他“安静、认真、负责，遇到难

题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可以很
好调动队友的积极性”。

今年 1 月 29 日，彭效胤突
发疾病，被诊断为中耳炎引起
的脑脓肿，后恶化为脑积水。4
月 14日晚，彭效胤出现脑死亡
状态，靠呼吸设备维持生命体
征。

彭效胤的父亲彭柏林表
示，儿子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生前表
示愿意捐献器官，在儿子出现
脑死亡状态后，决定帮儿子实
现遗愿，捐出他身上可用的器
官。

本报讯 （南红）近日，浙江
省湖州市南浔区各级红十字会纷
纷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
胞捐献活动，并向群众宣传普及
相关捐献知识。

菱湖镇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
血宣传活动，共成功献血 35 人
次，献血量 10500毫升，发放造血
干细胞宣传手册20余份。

南浔镇红十字会在南浔浙北
大厦门口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此
次活动共宣传发动 150 多人参
与，成功献血 124 人次，献血量
24800毫升，1人加入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者队伍。

南浔经济开发区红十字会在
李家河村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及造
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辖区内
村、社区的党员和志愿者积极加
入无偿献血行列，成功献血 100

人，总献血量 30800毫升，发放
造血干细胞宣传手册50余份。

练市镇红十字会举办无偿
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
动，得到各界爱心人士大力支
持。此次活动共有 160余人参
与，成功献血 97 人，献血量
31050 毫升，发放造血干细胞
宣传手册40余份。

双林镇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宣
传活动，共成功献血 195人次，
献血量 60200 毫升，发放造血
干细胞宣传手册60余份。

旧馆镇红十字会在旧馆镇
潘家庄文化礼堂开展了本年度
第一期团体无偿献血活动。此
次活动共有 100 人成功献血，
共计献血30750毫升，3人加入
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付靖翃）“很多人
说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并
不觉得。我只想说：恰好你需要，
刚好我有！”近日，辽宁省沈阳市
35 岁的黄先生为受捐者写下一
封信，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而推迟的捐献，终于完成了。

2016年，黄先生加入阳光志
愿者团队，积极参加义卖、关爱自
闭儿童、慰问养老院、无偿献血等
志愿服务活动。得知捐献造血干
细胞能挽救白血病患者生命，黄
先生毫不犹豫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

2019年10月，黄先生接到沈
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得知自己和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
成功。黄先生非常高兴，积极配
合工作人员完成高配、体检等流
程，期待尽快安排捐献。

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原定 2020 年 2月采集造血
干细胞的计划不得不推迟，黄
先生有些失落：“我等多久都没
关系，但我担心患者等不了
啊！”

3 月初，黄先生终于接到
了沈阳市红十字会安排捐献的
电话，他立即从吉林老家赶回
沈阳。由于移植时间超过了体
检有效期，需要进行第二次体
检，他没有犹豫，积极配合做好
捐献准备。

这次捐献，黄先生没有告
诉母亲和 6 岁的女儿，只告诉
了妻子。妻子很支持他，一直
陪在他身边。“捐献造血干细胞
对身体没有伤害，却能让患者
重获新生，我觉得特别有意
义。”

■ 朱飘安旗

2020年 4月 14日下午，浙江
省温岭市箬横镇义民村的江伯青
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79岁。

4月16日，简单的追悼会后，
江伯青的儿女将他的遗体交给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教学
和科研，他是温岭市第三例遗体
捐献者。

2006年，江伯青在自愿捐献
遗体登记表上写道：“我今年 66
岁了，想在百年之后捐出身躯，为
国家做点贡献，不附加任何条
件。”这一年，他签下了捐献遗体
协议并作了公证。

一颗红心永向党

江伯青的一生，平凡却闪耀
着光芒。18岁时，他在松门围塘
工作，20岁参军入伍，4年后退伍
回到家乡，就职于温岭水产公司
直到退休。

1972年，江伯青在出海工作
时遭遇大风浪，船只面临沉没的

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经过努
力拼搏，保住了船只，保住了财
产。因为表现出色，江伯青被推
荐入党。

2000 年，从水产公司退休
后，江伯青努力发挥余热，村里有
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他都会挺身
而出。

义民村党支部书记江世荣回
忆，2005 年，江伯青了解到村里
工业区开发后，在村里奔走宣传，
向村民们传达解释相关政策，让
更多的村民了解到工业区开发带
来的好处，为工业区的开发出了
一份力。“他参加党员活动十分积
极，敢讲真话，经常协助、支持村
两委工作。”

“我的遗体捐国家”

2006年，江伯青在新闻上了
解到了遗体捐献，经过考虑后，决
定签署遗体捐献协议。

江伯青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家
人，妻子一开始有些不能接受，但
很快理解了丈夫的想法。

女儿江巧平说：“虽然父亲平
时话不多，但是他很有主见，也很
有想法。他一辈子爱党敬党，乐
于奉献，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都
能理解。”

随后，66岁的江伯青签署了
遗体捐献协议，并在市公证处发
表了捐献遗体声明。

2018年，江伯青在新闻中了
解到温岭市发出了《关于实施温
岭市海葬生前奖励有关规定的通
知》，在海上工作了半辈子的他，
又做了一个决定：“百年之后，选
择海葬。”

“由于父亲要捐献遗体，我
们不知道遗体的最终去向，申报
海葬时并不顺利。”江巧平说。

为达成父亲的愿望，儿女们
多次前往民政局，并取得了浙江
大学医学院的证明。市民政局了
解情况后，非常支持江伯青的决
定，通过了他的申报。三年之后，
浙江大学医学院将会把他的骨灰
归还家属，大海将成为这名老党
员最终的归宿。

“新冠”时期的捐献
沈阳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捐髓救人

无偿献血 为爱加油
南浔区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

衡阳县21岁大学生病逝捐器官

本报讯 （李毅）近日，湖南
省衡阳市衡东县向文韬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为一名奋斗在抗疫
一线的血液病患者送去希望。

为了捐献，向文韬错过了公
务员考试培训班，放弃了参加公
务员考试的机会。

捐献结束后，向文韬收到了
患者写来的感谢信，得知对方是
一名身患白血病仍然奋斗在抗疫
一线的年轻医学博士。“期待他早

日康复，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
健康。”向文韬说。

向文韬表示，非常感谢家
人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捐献
无损健康，身体会很快恢复，公
务员考试明年还可以再参加。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红十
字志愿者、一名退伍军人，我有
责任和义务为社会贡献一份力
量。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
这样做。”向文韬说。

衡东青年弃考捐髓

一颗红心永向党，身后遗体捐国家

老党员的最后奉献

本报讯 （郑红）近日，河南
省郑州市爱心市民闫女士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白血病患
者送去生的希望，成为郑州市第
29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今年 34 岁的闫女士是中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名工作人
员，也是一名党员，性格开朗，是
个热心肠的人。从 2004 年上大
学时，闫女士就开始参加无偿献
血。

2010 年 1 月，闫女士加入了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这个救人的机会，一等就是将近
10年。

2019年10月，闫女士接到郑
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
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
功，毫不犹豫同意了捐献。

尽管基层工作繁忙，闫女士
还是将救人放在了第一位，全力
配合捐献准备工作。顺利通过高
分辨配型、体检等流程后，捐献日
期定在2020年2月中旬。

然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全面暂
停，闫女士的捐献也被迫延后。
坚守在抗击疫情一线而更加忙碌
的闫女士，时时担心着患者的病
情。

2020 年 3 月，郑州市红十字
会再次联系闫女士，询问能否重
启捐献流程，闫女士没有丝毫迟
疑，再次同意。

闫女士说：“能帮助一个年轻
的生命恢复健康，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近日，闫女士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她表示，我也是一个妈
妈，能体会到孩子生病，家人是怎
样的心情。我和患者虽然不认
识，但特殊的缘分让我们有了交
集，我觉得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也希望每个白血病患者都能等到
捐献者。

郑州80后党员捐献造血干细胞

寻乌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寻

乌县红十字会组织县红十字救援队、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红十字暖春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计30人参与活动，献血量12000毫升。

土左旗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左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土左旗红十字民族文化志愿者服务
队，在土左旗人民广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 108人成功参与献血，总献血
量35700毫升。

上杭组织志愿者献血15400毫升
本报讯（周继章 刘家辉）近日，福建省

龙岩市上杭县红十字会组织该县临城镇干部
群众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中共有45人献
血15400毫升。

合肥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张妍）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东

七社区红十字会组织 8名大学生志愿者，来
到淮河路步行街献血站，成功献出3000毫升
血液。

溧水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葛润苏）近日，江苏省南京市

溧水区红十字会联合溧水区永阳医院、南京
红十字血液中心组织主题为“战疫情、献爱
心”的无偿献血专题活动。

活动中，共有 33人成功献血，献血量总
计9500毫升。

黄山实现今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省黄山市首

康医院检验科医师许常青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成为安徽省第222例、黄山市第5例、屯溪
区第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我已经忘了是哪一年加入的中华骨髓
库，没想到不经意的一个举动竟然能给患者
带去希望。”许常青说。

截至2019年底，黄山市完成造血干细胞
采样入库860例。

凤台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凤红）近日，安徽省淮南市凤

台县红十字会开展了为期3天的无偿献血活
动，共成功采血159人，总献血量57110毫升，
造血干细胞留样25人。

溧阳开展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
本报讯 （溧红）近日，江苏省溧阳市红

十字会联合南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
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共有15名青年参与采
样活动。

朔州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王晶）近日，山西省朔州市红

十字会和朔州市中心血站开展无偿献血和造
血干细胞登记入库活动，共有 89 人参与献
血，献血量34400毫升，57人登记成为造血干
细胞志愿捐献者。

横梁街道开展广场宣传活动
本报讯 （应伟）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六

合区横梁街道红十字会开展宣传活动，向市
民发放安全救护手册及红十字相关宣传资
料，并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无偿献血和红十
字志愿服务、养老照护等相关知识。

灵石县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灵红）近日，山西省晋中市灵

石县一名爱心人士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
为该县首例、晋中市第17例、山西省第179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忠县启动无偿献血工作
本报讯 （刘荣琼）近日，重庆市忠县红

十字会联合万州中心血站在善广乡、黄金镇
开展“无偿献血、战胜疫情”活动，拉开了
2020年忠县无偿献血集中采血工作的序幕。

活动当天，善广乡、黄金镇共有329人参
与无偿献血，献血量93400毫升。

西岗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杨霏）近日，辽宁省大连市西

岗区红十字会和区委组织部通过各种媒介宣
传发动，引导全区范围内符合献血条件的党
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活动中，来自西岗辖区机关、教育系统、
非公企业、青年团员等战线的 275名志愿者
成功献出血液52650毫升。

虹星桥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星红）近日，浙江省湖州市长

兴县虹星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暨红十字会
员之家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40人参与，
成功献血80人次，献血量22800毫升。

建德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蒋樟茂）近日，浙江省建德市

红十字会慰问该市 2019 年度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吴水林、付敏强、何梦轩。

回访中，三位志愿者均表示，捐献后感觉
身体跟捐献前没有明显的变化，捐献造血干
细胞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还有机会，
仍会义无反顾捐献。

盐都尚庄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盐红）近日，江苏省盐城市盐

都区尚庄镇红十字会组织无偿献血活动，镇
机关党员干部、学校老师、村居群众踊跃参
与，共有34人无偿献血，献出血液8700毫升。

宣传上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