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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在湖南公益圈内大名鼎鼎，身后家人整理遗物时方知真相——

原来她就是“小飞”
！
■ 记者 贺晔
7 月 4 日上午，湖南省长沙市
明阳山殡仪馆，哀乐低回。许多
人自发从全国各地赶来，送别一
位叫
“小飞”的红十字志愿者。
6 月 15 日清晨，
“ 小飞”送 7
岁的儿子浩浩（化名）上学时，遭
遇车祸身受重伤。6 月 27 日，经
过 13 天全力抢救，
“小飞”不幸去
世，年仅 44 岁。亲人遵照“小飞”
生前遗愿，帮她实现了遗体器官
捐献。

坚持志愿服务 16 年
“小飞”是长沙县大园社区居
民李敏的网名。她做志愿者时，
一直自称
“小飞”
。
“她生前最常和我说的一句
话就是‘我还能做些什么’，捐献
器官是她希望为社会做的最后一
件事。”得知“小飞”捐献器官的
事迹，陈旭和其他志愿者丝毫不
意外。陈旭是长沙市红十字会志
愿服务队队长。对她来说，
“小
飞”是她最默契的
“战友”
。
2006 年，陈旭组织发起“一
对一”爱心助学项目，在项目 QQ
群“DD 云儿爱心小屋”认识了网
友
“小飞”
。
“她几乎 24 小时在线，每天
对接全国各地志愿者和爱心人
士、登记信息，再联系贫困地区学
生，建立一对一帮扶。”陈旭回忆。
2004 年，
“ 小飞”加入湖南省
红十字会善行者爱心联盟，成为
一名志愿者。2006 年，她联络 7
个爱心团队，呼吁社会关注志愿

者群体。2008 年初，她积极参与
抗冰救灾赈灾募捐工作。2008
年 5 月，她投身到湖南援川救灾
志愿服务中，把拳拳爱心传递到
抗震救灾一线。2008 年 7 月底，
炎炎夏日中，作为圣诺亚爱心公
益社团助学组长，
“ 小飞”一行 5
人冒着西部漫天黄沙，对甘肃助
学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2020 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之际，
“ 小飞”带动湖南的爱
心朋友，积极参与楚天志愿者联
盟的募捐活动，为湖北省众多基
层医院捐款筹物，通过网络筹集
了大量紧缺医用物资。国内疫情
缓解后，她又积极通过网络为欧
洲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对接资源。
16 年来，
“ 小飞”在多个民间
公益组织中担任助学项目骨干成
员，致力于贫困学生的帮扶资助
工作，直接或间接帮助贫困学子
近千名。
近日，细心的志愿者发现，
那
个 24 小时在线的“小飞”失联了。
经过打听，
大家才知道她出事了，
“怎么可能？太突然了！”
各地志愿者非常着急，一个
救治“小飞”的微信群迅速建立。
大家在线上发起募捐，为她筹集
医疗费。短短半个月，共筹集近
50 万元善款。
遗憾的是，
“小飞”还是走了。

家人整理衣物知真相
“小飞”从事志愿活动，是瞒
着家人的。
为了生计，
“ 小飞”和二姐李
静合伙经营一家小广告打印店。

“她总是守在电脑前，
敲呀打
呀，
没完没了，
有时搞到深夜。问
她 在 干 什 么 ，她 总 是 什 么 也 不
说。”李静回忆，
“ 有时候，她一声
不响就关了店门去出差。我很生
气，因为我不会电脑操作，她走
了，这店就没法营业。我问她去
哪里，
她只说
‘有事情要做’
，
从来
不告诉我真正的缘由。”
2008 年，二姐李静结婚。
“小
飞”在小店经营上还是
“不尽心”，
店铺最终关闭。
“小飞”也结婚生子后，出差
少些，但她负责更多公益活动的
幕后工作。她利用自己擅长图片
编辑的专业技能，为众多初创时
期的公益团队免费做海报、图册
等。多年来，就连丈夫都不知道
她就是网上那个著名的志愿者
“小飞”
。
“小飞”去世后，李静在整理
妹妹的遗物时，发现了满满一抽
屉被深藏的荣誉证书，
“湖南援川
赈灾优秀员工”
“抗冰救灾优秀义
工”
“ 红十字志愿者之星”等等。
此时，
她才明白，
当年工作到深夜
的妹妹，用电脑连接的可能是近
千名贫困学生的求学之梦。
李静泪流满面：
“我不该误解
她，
真希望她能原谅我。”
“小飞”车祸后治疗花费了 7
万余元，
她离世后，
亲人将剩余善
款捐赠给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用于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我为有这样的妹妹感到骄
傲，以后我们一家人会像她一样
坚 持 公 益 ，把 她 的 精 神 传 承 下
去。”李静说。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读
“小飞”
事迹报道有感
献爱心，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问
自己：
“我还能做什么？”
为人间留
人，
该怎么做，
才能让短暂的
下最美馈赠，发出生命的最后一
生命闪光？近日，一位叫“小飞” 分热、
一分光。
的志愿者解答了这个令我困惑已
我和“小飞”一样，也是一名
普通的红十字志愿者，从 18 岁起
久的问题。
7 月 5 日起，有关“小飞”的报
参加志愿服务。我偶尔会怀疑：
道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刷屏，我好 “在别人眼里，
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奇地点开链接一探究竟。沉重的
是不是很傻？做志愿服务能改变
新闻，感人的事迹，让我深受感
什么？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怎样才
动，
于是立即转发，
为朋友圈增一
能实现个人价值？”
分正能量。
“小飞”的事迹告诉我：初心
接下来的几天里，
“ 小飞”生
用于坚守，
爱心用于奉献，
善良用
平事迹的报道在朋友圈持续发
于秉承。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
酵，
《她买的扶贫农产品至今没吃
他贡献了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
完》一篇报道尤其让人动容。看
了什么。
完这篇新闻，我深切感受到，
“小
在今后的志愿服务之路上，
飞”
跟所有人一样，
不过是家人眼
我会像“小飞”一样，做好手上的
中平凡的女儿、妻子、母亲，但她
事，走好脚下的路，守住初心，奉
一直尽力做好每个角色。
献爱心，做个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这样一位平凡女子却集博
的平凡人。我相信，
鲜花自开，
蝴
爱、
奉献精神和坚韧毅力于一身。
蝶自来，
点点萤火汇聚终成星河。
她一生短暂，却一生都在守初心
（作者系长沙县红十字志愿者）
■ 易芳

本报讯 （封帅其）近日，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南县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来到县采血站参
加无偿献血活动，
共献血 2200 毫升。

张掖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彩霞）近日，甘肃省张掖市
无偿献血工作委员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
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共同举办无偿献血活
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发放无偿献
血宣传单，
向群众宣传献血的相关知识。

池州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方汇阳）近日，安徽省池州市
贵池区木闸卫生院护士小傅为一名血液病患
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池州首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也是安徽省第 242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安远县入党积极分子参与献血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安
远县红十字会组织 100 名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学员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南丰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乌中旗开展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
本报讯 （乌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红十字会组织开展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共有 55 名
志愿者参与血样采集。

贵池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方汇阳）近日，安徽省池州市
贵池区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当天全区共有 154 名干部群众成功献血，
总献血量约 3.54 万毫升。

六安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那里是他最好的归宿”

无偿献血
无上光荣

近日，重庆市黔江区卫生健康委、区红十字会黔江中心血站等
单位联合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呼吁更多人通过无偿献血拯救生
命，
传递社会正能量。
活动当天共有 112 人参与献血，
献血量达 3.96 万毫升。（黔红）

一个说：
做好事要有始有终；一个说：
感觉自己像个勇士

秦皇岛两志愿者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

“这是‘90 后’应有的担当”

本报讯 （秦红）近日，河北
省秦皇岛市马先生、张先生先后
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两名血液病
患者送去生的希望。

江苏省靖江市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马先生：活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再大的事都大不过救人，
我能有这个机会，真是非常荣
幸！”王锋再一次毫不犹豫地答
应捐献。
6 月底，王锋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泰州第 42 例、
靖江第 7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患者家人给王锋写了一封
感谢信，信中说：
“ 您是给了我
女儿奇迹的人，
我告诉女儿，
她
的新生是远方的大哥哥给的，
她要记着您这位善良的大哥
哥，长大后也要播撒爱心！”
“这是我们‘90 后’应该有
的担当！”看完感谢信，王锋笑
着说，希望大家正确认识造血
干细胞捐献，积极加入中华骨
髓库，让更多血液病患者得到
救治。
2005 年，靖江市实现首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10 多年来，
该市共有近 1500 人加入中华
骨髓库，实现捐献 7 例。

灌南县银行工作人员参加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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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造血
干细胞集中采样活动。活动中，共采集 30 人
份的血样，
部分志愿者还参与了无偿献血。

儿子车祸去世，
父亲忍痛捐出遗体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
省靖江市季市镇“90 后”小伙王
锋终于弥补了两年前的一个遗
憾，成功为一名血液病患儿捐献
造血干细胞。
王锋是某保险公司的一名工
作人员。2013 年，在第一次参加
无偿献血时，他留下血样加入中
华骨髓库，那一年他刚满 19 岁。
2018 年，王锋接到市红十字
会电话，告知他与广西的一名地
中海贫血患者初次配型成功，对
方是一名 8 岁女童。王锋当即表
示：
“ 完全同意捐献！”之后，他配
合医院开展进一步配型检查，时
刻准备着捐献救人，但迟迟未收
到捐献通知。
后来王锋才得知，因为受捐
者病情变化，
此次捐献没有实现。
没想到两年后，这个救人的
机会再次降临。今年 4 月，王锋
第二次接到市红十字会电话，得
知两年前的那个小女孩现在病情
危重，迫切需要手术。

本报讯 （张荣）7 月 1 日，山西省晋中市
红十字会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市直工委、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发出无偿献血倡议，并派出中
心血站两台献血车在市委机关大院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两天时间里，共有 101 名党员干
部、公务人员参与献血，
共献血 3.81 万毫升。

垦利区开展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

献例数在全国排名第七位。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廖吉
祥介绍，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公
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提高得
比较快，捐献案例持续增加，
跟
家属的沟通也不像从前那样困
难，甚至有家属主动提出捐献。
然而，总体来说，
器官捐献拒绝
率依然较高，
据不完全统计，
现
阶段器官捐献同意率不到
10%。所以，推进器官捐献还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更多
人参与和关注。

小儿子的眼角膜，但由于不了
解捐献方式未能实现。
6 月 3 日，冯文海联系柯桥
区红十字会，将儿子的遗体捐
献给浙江大学医学院。
“我是农村人，
没有想得太
多。把孩子捐献出去，还能为
这个社会做点贡献，
这就够了，
或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吧
……”冯文海说。
冯文海为儿子申请了“生
命礼敬园”骨灰降解生态葬。
他说，希望儿子能一直留在这
片风景秀丽的土地上。

本报讯 （黄艺彬）近日，福建省漳平市
陈荣明老人的两个儿子来到市红十字会，共
同签署了福建省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完成
了父亲临终前的愿望。
82 岁陈荣明生前是中石化的一名退休
党员，
生前身患重病，
交待子女身后事不许大
操大办，
子女们遵循老人意愿，
联系了漳平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办理遗体、眼角膜捐献。
陈荣明也是漳平市首例捐献遗体、眼角膜的
志愿者。

本报讯 （袁荣生）近日，江西省抚州市
南丰县红十字会、县卫生健康委联合举办无
偿献血活动，县中医院团支部组织 30 余名团
员青年参加献血及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累计捐献例数在全国排名第七位

本报讯 （柯红）近日，在浙
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打工的冯文海
痛不欲生，他 20 岁的大儿子冯广
义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冯文海强
忍悲痛，决定将儿子的遗体捐献
出去，为医学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柯桥区今年首例遗体捐献。
冯文海的老家在贵州省安顺
市关岭县坡贡镇坡头村，6 月 1 日
凌晨 1 时许，冯广义遭遇车祸，因
伤势过重去世。
得知噩耗的冯文海老泪纵
横，6 年前，他 13 岁的小儿子也因
车祸离世。当时，他曾想捐献出

漳平退休老党员捐献遗体

晋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李敏（右）生
前在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

广西实现遗体器官捐献 1910 例
本报讯 （桂红）近日，广西
公布相关数据显示，2011 年广西
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
至今年 5 月底，全区累计完成遗
体器官捐献 1910 例，捐献大器官
5214 个，捐献量排名全国第七。
广西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主任黄吉宁介绍，广西 2011 年 7
月试点开展器官捐献工作。之后
遗体器官捐献案例逐年增多，从
2011 年的 11 例，到 2017 年后每
年 300 多例，截至今年 5 月底，全
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 1910
例，捐献大器官 5214 个，累计捐

三献信息

6 月初，来自秦皇岛市河北
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的马先生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秦皇岛市
第 30 例、河北省第 459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马先生于 2006 年加入中华
骨髓库。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
年在街头采血车上登记加入中华
骨髓库时的情景，能用自己的造
血干细胞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是
多有意义的一件事！”马先生说。

然而，接到捐献通知的那一
刻，
马先生也有过一丝犹豫，
患骨
髓瘤的老父亲，刚满 4 个月的二
宝都需要人照顾。
但是犹豫归犹豫，马先生还
是带着无人照看的 9 岁女儿，义
无反顾地踏上捐献之路。
马先生说：
“ 做事要有始有
终，
我始终想着要把这件事完成，
希望患者早日康复，非常感谢红
十字会的悉心照顾。

张先生：望患者早日战胜病魔
6 月初，张先生成功捐献造
血 干 细 胞 ，成 为 秦 皇 岛 市 第 31
例、河北省第 460 例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

六安“平民英雄”宣传遗体捐献
本报讯 （卢余）近日，在安
徽省六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帮
助和见证下，裕安区独山镇黄窑
村的朱志鹏顺利完成遗体捐献志
愿登记。
朱志鹏登记遗体捐献志愿之
前，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他说：
“ 一开始想不通，后来听了

汪宗军的介绍，心里想通了。”朱
治鹏说的汪宗军，曾徒手勇斗小
偷，
先后荣获
“六安好人”
“道德模
范”等荣誉称号，被称为“平民英
雄”
。
这位
“平民英雄”不仅登记志
愿捐献遗体，还积极宣传动员身
边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去。汪

张先生是保险公司的一名职
员，2020 年新年前夕，他接到中
华骨髓库河北管理中心的初配成
功通知，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
他开
始了捐献之路。
张先生第一次献血还是在十
几年前，
在之后的献血过程中，
他
了解到红十字会和中华骨髓库的
工作，
很受感动，
于是留下了血样
加入中华骨髓库。
“踏上征程那一刻，
我感觉自
己像一个勇士，即将帮助未见面
的患者去打败病魔！”张先生说：
“我想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捐献
造血干细胞真的很简单，希望更
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为更多
血液病患者带去希望。”

宗军常说：
“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
怀无微不至，就把捐献遗体作为
对社会的回报吧。”
目前，在汪宗军的宣传带动
下，黄窑村已经有了 3 名遗体志
愿捐献者。
近年来，在六安市红十字会
宣传推动下，全市遗体器官志愿
登记人数逐年攀升，总数已突破
3600 人。

本报讯 （卢余）近日，安徽省六安市红
十字会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前往市公安
局、城管局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
宣传动员和血样采集活动，共有 12 名机关干
部完成志愿登记和血样采集。

邻水县培训“三献”志愿者
本报讯 （邻红）7 月 2 日至 5 日，邻水县
红十字会联合县蓝天应急救援队，对红十字
志愿者开展了两期救护员培训，共有 180 名
学员参加培训，其中参与“三献”工作的志愿
者有 40 人。

灌云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王丹丹）近日，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云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泛
动员居民参加无偿献血。活动期间，共有
374 名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共捐献 12.9 万
毫升血液。

淮安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淮红）近日，江苏省淮安市红
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
动，邀请专家讲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基本知
识、采集、捐献流程、可治疗病症，
以及捐献故
事等。培训结束后，100 多名志愿者参加了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吉安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金红）近日，江西省吉安市吉
安县红十字会和吉安县卫生健康委联合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号召全县干部、职工、群众积
极参加献血。活动中，各单位机关干部职工
纷纷踊跃参与，带动吉安县义工协会志愿者
自觉参与献血。

南昌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喻佳兵）近日，江西省南昌市
南昌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公安局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
共有 107 名公安干警献血 2.76 万毫升。

上杭县法院干警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周继章 张湾）近日，福建省龙
岩市上杭县法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12 人
参与无偿献血，
献血量 3650 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