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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本报讯 （张妍）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 37 岁的周女士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合肥市第 59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周女士小时候家庭困难，接
受过社会各界的帮助，长大后一
直想着回报。2007 年 7 月，周女
士在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
中华骨髓库。

今年 2 月底，周女士接到红

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和患者
配型成功。她说：“开心、激动就
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

周女士的捐献之路并不顺
利，确定捐献日期后，公公因为胃
癌住院，婆婆身体不好，爱人既要
照顾公公，又要打理生意。

“公公一开始不支持，住院后
态度逐渐转变了；爱人一直不太
支持，不过我能理解他，可能是担

心我的身体吧，因为家里有病人，
不希望我出现意外。”周女士说。

即便如此，周女士还是坚定
地要捐献救人。因为没人照顾孩
子，周女士只好带着 4 岁的女儿
一起来到捐献医院做相关准备。

采集过程中，爱人没能来医
院陪她，红十字志愿者帮她照看
孩子。周女士说：“祝患者早日康
复，开心生活！”

本报讯 （宗合）6 月 28 日，
福建省厦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 35 次会议，备受关注
的《〈厦门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
例〉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修正案（草案）》）提请会议
审议。

同时提请审议的，还有《厦门
经济特区地方金融条例（草案）》
（一审）、《厦门经济特区知识产权
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一审）、

《厦门经济特区邮政条例（草案）》
（二审）、《〈厦门市砂、石、土资源
管理规定〉修正案（草案）》（三审）
等法规草案。

现有法规难适应形势需要

从 1992年至今，厦门无偿献
血人数超过90万人次，千人口献
血率达 14%，居全省之首。《厦门
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于 1997
年 1月 16日正式实施，尽管历经
二次修订，但已不适应新的形势
发展需要。

厦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李升介绍，目前厦门
无偿献血工作尚未形成“政府主
导、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的良
性发展机制，同时，厦门临床用血
总体日趋紧张，特别是季节性用

血紧张、血液库存偏型等问题突
出；此外，近年来因城市建设等需
要被拆除的献血站（点）有13个，
现行正常运行的只剩 3 个；大数
据信息化应用不够，献血公民免
费用血核报程序复杂。

拟扩大无偿献血年龄范围

《条例修正案（草案）》明确了
厦门市各级政府推动无偿献血工
作的职能，要求将无偿献血工作
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同时提
出，无偿献血工作纳入精神文明
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并将每年六
月设为无偿献血宣传月。

为方便公民献血，《条例修正
案（草案）》提出，市卫生健康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资源规划部门
制定献血站（点）的设置规划，设
置固定献血站（点），配备流动献
血车。

拟扩大无偿献血年龄范围。
年龄在十八周岁以上、六十周岁
以下，身体健康的公民可以参加
无偿献血；两次献全血间隔期男
性一般不少于三个月，女性一般
不少于四个月。

拟扩大用血报销范围

《条例修正案（草案）》拟扩

大用血报销范围，鼓励市民无偿
献血。无偿献血者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就医时可终身免费临床
用血。

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子女、父
母、配偶父母、子女配偶就医的，
可免费使用血液，免费用血总量
以无偿献血者所献合格血液总量
为限。达到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奖标准以上，其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就医，可按规定免费
使用血液。《条例修正案（草案）》
还将给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
奖的献血者、无偿捐献造血干细
胞奖的捐献者更多优待政策。

厦门拟将每年六月设为无偿献血宣传月

本报讯（赵同增 杨秀峰）6
月 26 日下午，5岁女孩樊一菡因
天使综合征在河南新乡医学院第
三附属医院不治离世。她的父母
自愿无偿捐献出她的器官和遗
体，让她给世界留下最后的温暖。

6 月 21 日，樊一菡突然发病
住院，情况危急。樊一菡的爸爸
樊心天和妈妈韩巧霞主动联系河
南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王少
朋，表达了捐献孩子器官和遗体
的愿望。

“我们挣扎了很久，最终下定
决心。”樊心天夫妇是安阳市滑县
牛屯镇蔡村的农民，3 年前来到
新乡市区务工。在豫北农村，对

待逝者的传统习俗是入土为安，
捐献孩子的器官和遗体，对他们
来说是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

夫妻俩说，捐出孩子的器官，
既挽救了他人生命，也让他们觉
得孩子还活在世上。

经 河 南 省 器 官 获 取 组 织
（OPO）专家评估，樊一菡的肝脏
和肾脏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可以
挽救3个人的生命。樊一菡的遗
体捐献给新乡医学院，用于医学
研究。

“俺还想通过这种方式回报
社会，表达对社会的感激之情。”
樊心天说，几年来，他四处打零
工，妻子专门照顾女儿，全家收入

微薄，为给孩子治病欠下近 200
万元外债。去年 5月和今年 6月
22 日，在走投无路时，他们通过
网络平台发起了募捐，上千名素
不相识的网友捐出近 4 万元善
款，让他们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
心和温暖。

新乡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
负责人王茂说，这对农民夫妇的
大爱之举令人肃然起敬。近年
来，新乡市已实现遗体捐献30多
例，捐献器官60多例。

王茂介绍，樊一菡的名字将
分别镌刻在新乡市和河南省遗体
与器官捐献纪念苑的纪念碑上，
以表达对她的敬意、追思和感恩。

本报讯（郭雨滴 苏扬）“这
张卡片和感谢信是我获过最好的

‘荣誉证书’。”近日，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
广播电视台职工胡勇，拿着他所
救助患儿父母送来的感谢信和写
着“谢谢您的勇气和善良”的小卡
片，一脸幸福。

胡勇今年 34岁，平时经常参
加无偿献血、扶贫济困活动。对
于这个热情爽朗的退伍军人来
说，做好事是一种习惯。2019年
5月8日，胡勇在一次无偿献血过
程中，了解并志愿报名加入了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从

那天起，他就期待着能有机会捐
献造血干细胞挽救患者生命。

2020年 1月 20日，他接到省
红十字会电话，被告知与一名 3
岁的小女孩配型成功。没有丝毫
犹豫，胡勇欣然答应：“一想到捐
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一个小朋
友的生命，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5 月 19 日和 5 月 27 日，胡勇
的血液样本高分辨检验和体检均
通过检测，符合捐献条件。

就在胡勇积极准备配合医院
进行捐献时，却遭到母亲的反对：

“捐献那么多血，身体受得了吗，
会不会有后遗症？”

胡勇与父亲反复给母亲做工
作，告诉她医学已经证明，捐献造
血干细胞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虽然有点担心，但听孩子说
只要捐献一点造血干细胞，就能
让一个家庭变得圆满，我觉得应
该要支持他。”胡勇的母亲说。

自此，胡勇即使工作再忙，也
会抽出时间锻炼身体。以前从不
在意吃什么的他，开始合理安排
饮食，加强营养摄入。为了顺利
捐献，他始终积极配合各项捐献
工作流程。胡勇对医务人员说：

“咱们一起努力，共同做好这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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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溧水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进
机关活动，3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南充七旬老干部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南红）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顺

庆区原总工会主席、顺庆区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刘厚华，在红十字志愿者帮助下填写了
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

71岁的刘厚华说：“去世后捐出遗体、器
官和可用的组织，既不给后人添麻烦，也为医
学事业做贡献。”

锡盟实现首例角膜捐献
本报讯 （锡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退休职工赵秀兰病逝，家人按照她
生前遗愿，捐献出她的眼角膜，赵秀兰成为锡
盟首位角膜捐献者。

鄂尔多斯青年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鄂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 90后青年杨悦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希望，杨悦成为内
蒙古自治区第8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上饶实现今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上红）近日，江西省上饶市在

校大学生严梦依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上饶市第18位，也是2020年首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长沙县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进机关
本报讯 （易芳）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长

沙县红十字会和县直机关工委在开源大剧院
联合开展为期一天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进
机关活动，710名机关干部参与无偿献血，其
中17人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绥中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绥红）近日，辽宁省葫芦岛市

绥中县红十字会在县融媒中心、县门户网站、
绥中微生活等平台刊播无偿献血倡议书，开
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共有74人参与献
血，献血量2.26万毫升。

泰州连续实现两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程新玲）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两位老人离世，分别捐献出肝脏、双肾和眼角
膜，挽救了6名患者的生命，让两名眼疾患者
重见光明。

桐乡实现第十例人体器官捐献
本报讯 （桐红）近日，浙江省桐乡市一

位居民因病离世，家属忍痛捐献出他的一个
肝脏、一个心脏，一对肾脏和眼角膜，给多名
器官衰竭患者带去生的希望，这位捐献者成
为桐乡市第十位人体器官捐献者。

乌兰察布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乌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电业局修试管理处的王哲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王哲说：“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捐献造血干细胞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它比
想象中更容易！”

澜沧县90后女孩离世捐献器官
本报讯（谢晓艳 王东）近日，云南省普

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 90后女孩小李患
病，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离世。家属强忍
悲痛，捐献出她的一个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
眼角膜，并捐献了遗体。他们的大爱之举，将
给5名患者带去光明和重生希望。

邳州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邳红）近日，江苏省邳州市小

伙杨道增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邳州市
第 5例、徐州市第 88例、全省第 809例、全国
第956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东营村民登记捐器官
本报讯 （张惠）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六户镇村民张画签署器官捐献申请书，
成为东营区第 109 位、2020 年第 8 位签署捐
献申请的志愿者。

张画说：“离世后，想给社会做点贡献，别
的能力咱也没有，眼角膜和器官还能救人，也
算做件好事吧！”

浙江富阳志愿者离世捐遗体
本报讯 （富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富

阳区 50 岁的胡闰华离世，家人遵照她的遗
愿，将她的遗体捐给浙大医学院。胡闰华是
富阳第 14位遗体捐献者，在她的影响下，小
女儿高楚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

六安表彰“最美献血者”
本报讯 （卢余）近日，安徽省六安市举

办首届“最美献血者”颁奖典礼，20位“最美
献血者”受到表彰。

巢湖公安干警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王娟）近日，安徽省巢湖市红

十字会、合肥市中心血站巢湖分站联合市爱
巢社会工作服务社在市公安局开展“安全血
液拯救生命”无偿献血主题活动，共有120名
干警参与，献血1.98万毫升。

金牛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金红）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金

牛区红十字会 3 支红十字志愿者队伍近 40
人，在三个社区院落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
活动。

血液病患儿父母发来感谢信，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说：

“这是我获过最好的‘荣誉证书’”

近日，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小黄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
液病患者带去新生的希望。

捐献当天正是小黄的农历生日，他说：“能够帮助别人很开心
也很幸运，我会以最好的状态把造血干细胞捐献给患者。这次捐
献不仅给别人带去生的希望，也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还是一份
特殊的‘毕业礼物’。” （临红）

我们的“生日”

5岁“天使”走了，留下“最后的温暖”
安阳市滑县女童离世捐献遗体器官

合肥80后妈妈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苏鲁惠 王春花
李海霞）近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
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永安镇
退役军人高先生家中，为其办理
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手续。

高先生 1975年出生，是共产
党员、退伍军人。他表示，自己多

年前就有捐献意愿。
十几年前，高先生因车祸导

致高位截瘫，党和政府的关怀坚
定了他捐献遗体器官回报社会的
决心。

“能用的都捐出去，无偿捐献
是我的光荣！”高先生说。

本报讯 （鹏红）6月 2日，钱
大爷来到广东省深圳市红十字
会，一进门就掏出户口本，高兴地
对工作人员说：“我把户口转到深
圳了，可以登记器官捐献了！”

原来，钱大爷夫妻俩的户口
一直在老家湖北武汉，从教师岗
位退休后，老两口与女儿住在深
圳。夫妻俩早就有捐献器官的想
法，以为只有户口在本地才能捐
献器官。因此，他们特意选在 5
月20日把户口迁到深圳，以此纪
念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深爱。

详细了解器官捐献事宜后，
钱大爷立刻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
签字，决定在身后捐献遗体、全部
器官和眼角膜。

钱大爷完成登记后的第二
天，拿着另一份登记书再次来到
市红十字会，说：“这是我老伴的，
她不方便过来，我帮她把登记书
送过来。”为了证明真实性，钱大

爷还特意拍下了老伴签署器官捐
献志愿书的视频。

钱大爷老两口都是退休教
师，此前从一些新闻报道上了解
到器官捐献知识。“这次疫情让
我们最终下定了决心，去世后把
器官捐出去，既能救别人的命，
又等于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我们的器官、身体能在最后一刻
为社会再做一点贡献，也算不白
活。”

钱大爷在捐献志愿书上勾选
了“捐献全部器官”，他说：“也不
知道死后哪些器官能用，能用的
都捐了！”

钱大爷夫妻俩的做法得到了
女儿的支持。她说：“等我成家
后，也要和爱人一起签器官捐献
志愿书。对患者来说，器官捐献
是获得新生的机会。对家属来
说，器官捐献是亲人生命的延
续。”

深圳老夫妻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
女儿说：“等我成家后，也要和爱人一起签！”

垦利区退伍军人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本报讯 （薛昀）近日，28 岁
的张先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
为福建省第 252 例、厦门市第 87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福建省首位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张先生是龙岩人，2014年在
厦门上大学期间加入中华骨髓
库。2019年底，他接到了和患者
初配成功的通知。

接受高分辨检测、健康体检

……正在张先生为捐献造血干细
胞做进一步检查时，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此时，有人劝他不要去
医院等高风险地区，张先生却说：

“我相信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我
会做好个人防护，比起挽救一个
生命，冒点风险没什么。”

张先生的大爱之举得到了医
护人员的交口称赞：“在疫情期间
还能坚定不移完成捐献，真是有
担当，有责任！”

疫情不改救人初心
龙岩小伙在厦门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乔煜青）近 日 ，
2020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最
美家庭（文明家庭）”评选结果公
布，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张波
家庭获评“最美家庭”。

张波于2012年3月加入中华
骨髓库，2013 年 2 月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吴江区第4名、吴
江区卫生系统第2名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张波第一时间志愿报名发热
门诊，用自己的耐心和热心做好
发热门诊的“守门人”。

同为医务工作者的妻子姚丽
君志愿参与卡口及医院入口处的
体温监测、疫源地筛查、资料登记
等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这对夫妻近
2 个月时间没有见面，也见不到
儿子，他们用无私无畏的付出，描
绘了夫妻共同抗疫的感人画面。

“最美家庭”里的红十字身影
吴江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波家庭获评“最美家庭”

本报讯 （诸红）“所有的工
作都可以放一放，救人要紧！”近
日，刚刚捐献完造血干细胞的赵
先生说，救人的事，拼命也值得。

今年 45 岁的赵先生是浙江
省诸暨人，2017年当选为当地的
村干部。疫情防控期间，赵先生
连续两个多月没有休息，被村民
称为“拼命书记”。

6 月初，正在工作的赵先生
接到诸暨市红十字会的电话，与
他造血干细胞配对成功的患者病
情突然变化，情况危急，需要他马
上入院准备捐献。

“我没问题，可以捐献！”赵先

生放下电话立即开始交接工作。
将村里工作安排妥当后，他连随
身衣物都没带，就在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陪同下奔赴杭州，开始
捐献前的准备。

“救人刻不容缓，我真恨不得
插上翅膀飞过来！”赵先生说。

赵先生从 2005 年开始参与
无偿献血，2017年2月，他在一次
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

完成捐献后，赵先生在微信
朋友圈里写道：“远方的男孩，我
已完成使命，希望你尽快康复，健
康快乐地成长，也希望有更多人
参与到这项爱心事业中来。

受捐对象病情突变

村干部火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