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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海拉尔区森林警察捐髓救人

本报讯 （海红）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在呼伦贝尔东山
国际机场迎接海拉尔区第 17例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刘恩强凯旋归来，他是一名
森林公安民警，先后4次获得市级个人嘉奖、
3次荣获自治区级个人三等功，荣获自治区
级扫黑除恶先进个人等称号。

漳平市民去世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本报讯 （黄艺彬）近日，福建省漳平市
桂林街道厚福社区市民张光成因病去世，爱
人按照他的遗愿联系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捐献其遗体和眼角膜。

苏州永鼎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

本报讯 （徐晨婷）日前，江苏省苏州永
鼎医院组织全院职工开展第二次无偿献血活
动，共有102名医护人员踊跃报名，献血量达
24700毫升。

岷县开展器官捐献日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 （刘鑫）近日，甘肃省定西市岷
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在县人民医院开展
人体器官捐献集中宣传活动。

沈阳实现第5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李玲）日前，沈阳女孩露露顺
利完成采集，成为辽宁省沈阳市第54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海陵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海红）近日，江苏省泰州市海
陵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全区机关党员干部、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带头
做表率，充分展现先锋模范作用。活动现场
共有123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35800毫升。

浦江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浦红）日前，浙江省金华市浦
江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卫健局、县红十字会
联合发起“迎建党百年 我为七一献热血”主
题活动，共有 64 人参加，献血量达 20230 毫
升，21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忠县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刘荣琼）近日，重庆市忠县红
十字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深入乡镇（街
道）、村（社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暨“博爱山
城”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共有
5731 人参与，献血量达 188.37 万毫升，18 人
加入中华骨髓库。

程桥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程红）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程
桥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250名
志愿者参与，献血量达70880毫升。

东迁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潘虹丽）日前，浙江省湖州市
南浔经济开发区（东迁街道）举办“献礼建党
百年，传递红色力量”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220 人参与，133 人献血成功，献血总量达
38000毫升。

盐城夫妇当选“盐城好人”

本报讯 （盐红）近日，据江苏省盐城市
文明办介绍，盐城市首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夫
妇李海华陈国莲双双当选 2021 年一季度助
人为乐类“盐城好人”。

十堰实现第1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堰红）近日，湖北省十堰市志
愿者李庆成功捐献20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成为十堰市第1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吴江区举办志愿者培训

本报讯 （张红）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红十字会与吴江区血站联合开展无偿献
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培训。

达州实现第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达红）日前，四川省达州市民
文泽锋成功捐献 249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成为达州市第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文登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文红）近日，山东省威海市文
登区红十会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30名志愿者参与，献血量超12000毫升，11人
加入中华骨髓库。

隆昌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隆红）日前，四川省内江市隆
昌市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
募暨血样采集活动，共66名志愿者成功采集
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兴安盟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白新慧）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血样采集活动，得到了扎赉特旗神山义警协
会的大力支持，43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苏州市民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本报讯 （黄栎蓉）日前，江苏省苏州市
民潘华成功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患
白血病的 5岁女童送去生的希望，成为苏州
市第18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黎川实现1例遗体捐献

本报讯 （王美霞）近日，江西省黎川县
日峰镇农民周俊因意外脑内出血去世后，在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证下捐献遗体。

生命接力 步履不停
——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700例侧记

■ 浙红

7月9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
区某社区医生江斌，在浙江省中
医院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远方
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的希
望”，成为浙江省第700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2020年 9月 4日，褚华杰、沈
华林、陶真和倪方卫 4 人同时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其中褚华杰为第 600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不到一年就迎来
了第 700 例捐献者，浙江省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迈入了稳步提速
的“快车道”。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生的希望

700 例捐献中，男性有 565
人，占 80.7%，女性有 135 人，占
19.3%。捐献者在捐献时年龄大
多在 25-40岁，占所有捐献年龄
段 60.7%。年龄最大的是冯建
明，捐献时 54 岁；年龄最小的是
李华燕，捐献时19岁。

捐献者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公
民，他们义无反顾的救人事迹令
人感动。

诸暨市的“拼命村书记”赵国
信，在接到红十字会紧急采集通
知时，不顾自己已经连续工作 2
个多月没有休息，连衣服都来不
及换就飞奔杭州捐献，他说：“工
作可以放一放，救人要紧。”

宁波市北仑区的韦丽青，一
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500毫
升，刷新了浙江省单次采集量最
多的纪录。作为医护人员，在当
天采集结束后，她对大家说：“你

们辛苦了，我没事，快送去给需要
的人。”周围的人无不为她动容。

新杭州人邵鹏为捐献造血干
细胞，辞去了工作，他说：“工作没
了可以再找，生命逝去了就再也
回不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 700 例捐
献者中，有15人是两次捐献。

25 岁的吴丽霞就是其中一
位。她是嘉兴平湖人，大学毕业
后，自己创业做起了电商。从 18
岁开始，她就不间断地参加义务
献血十几次，并于 2017年登记成
为了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2019年11月，她暂停热
火朝天的电商生意，为远在北京
的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2020 年 7 月，吴丽霞再次接
到平湖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
那位受捐者康复情况并不理想
时，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很遗憾，
有点难过，这意味着对方还没有
摆脱病魔。”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二
次捐献。2020 年 9 月 1 日，吴丽
霞再次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医生告诉她，这次为了保证有足
够的造血干细胞，他们将比上次
采集更多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预计要采集 300 毫升，她坚定地
点头，“好的，我没关系，一定要采
集够。”

捐献也让捐献者治愈和成长

有些捐献者自身经历了巨大
的伤痛，但仍然心怀大爱，通过捐
献造血干细胞给予他人生的希
望，并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治愈
自己。

1980 年出生的金逍君原本

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自己在
外地经营小生意。但过去的十年
间，他的父亲和妻子先后因白血
病去世。“我在医院见过许许多多
的白血病患者，如果通过我的努
力，能帮助类似家庭战胜病魔，是
我的幸运，也是我父亲和妻子的
心愿。”于是他选择加入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一名捐献
志愿者。2018年11月，他与一名
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并为其捐
献了造血干细胞。这也了却了他
最大的心病，“我想跟我的孩子
说，爸爸去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也必
须这样去做。”

有些捐献者通过捐献领悟了
更多生命的意义，开启了新的生
命旅程。

靳毅在 2012 年捐献造血干
细胞以后，就积极参与各类志愿
服务和宣传活动，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推动造血干细胞知识的普
及。因为服务的用心、对捐献知
识掌握的全面，靳毅慢慢成了志
愿者圈里的“大哥”。目前，靳毅
担任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
队和护送队队长，带领着队员奔
赴在“生命接力”的路上。

张剑自 2014 年捐献造血干
细胞以后，开始了与红十字会的
不解之缘。他与爱人签下人体器
官（遗体、组织）捐献志愿书，成为
桐乡市首对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
夫妻。女儿也在他们的影响下，
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近年来，张剑又组建了桐乡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

带领队员们到社区、养老院、学校
等开展救护培训、救援演练等活
动，把“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弘扬传递。

潘克勤、黄钢锋、陆雪贤、马
庆喜、曹幼君……一个个捐献者
在捐献后，加入红十字志愿者队
伍，成为团队骨干。他们现身说
法，通过讲述自身捐献的经历，动
员更多人加入到捐献志愿者队伍
中来。因为爱惜“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这个身份，他们开始跑步、
健身，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定期
参加无偿献血，在马拉松赛场上
传递“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行你也
行”的公益理念。省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服务队先后荣获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
等荣誉，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初心激励红十字人砥砺前行

近年来，省红十字会、省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不断深入推
进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志愿
服务品牌，提升服务质量。

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
源下倾，着力推进造血干细胞捐
献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的形
成，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目前，
除采集外，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各
个环节工作，全部都可以在各市、
县（市、区）红十字会完成，志愿者
不出县就能完成捐献前的相关事
项。目前除省会杭州设置采集点
外，宁波、温州也可以独立承担捐
献采集任务，让捐献者就近完成
捐献。

2017年，省红十字会在全国

率先开发延伸到各市和县（市、
区）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化系
统、手机 APP 管理系统，提高了
工作效率；2020 年，又积极争取
总库新系统向全省各市和县（市、
区）红十字会开通客户端，成为全
国第一个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系
统全省联网的省份。结合“数字
红会”建设，在“浙里办”APP建立
通道，开发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
信息登记、血样寄送有关业务系
统，有效提升捐献效率。

积极联系新闻媒体，借助新
媒体、自媒体，全方位、多视角展
示捐献的精彩案例和感人瞬间，
激发群众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关注。精心打造浙江省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志愿服务队“小黄人”品
牌，宣传报道他们奔波在捐献道
路上，为捐献者提供全程陪护、护
送造血干细胞到患者所在地。《超
级英雄》公益片、《遇见陌生人》微
电影戳中无数观众的泪点，成为
很多人了解、接触造血干细胞捐
献的起点。

在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及部
门支持下，将捐献者及其亲属用
血纳入保障范围，捐献者在全省
享受“三免”政策；将捐献者家庭
纳入落户积分、子女就学优先、享
受贷款优待范围，营造“捐献光
荣”的良好氛围。自 2017 年以
来，先后有20名造血干细胞被评
为“浙江好人”，1 名被评为浙江
骄傲人物，1 名被评为“中国好
人”，1名捐献者家庭被评为全国

“五好家庭”。“捐献造血干细胞，
点亮生命新希望”正在成为社会
共识，成为社会新风尚。

志愿捐献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在水一方社区的王阿姨通

过望江街道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她说：“我希望能够尽可
能地为国家为社会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望红）

上海金山区造血干细胞捐献出现“井喷”盛况

10天4人“圆梦”

一小区30位老人登记捐献
合肥蜀山区邮电新村遗体（器官）捐献氛围浓，20年已有4位实现遗愿

■ 金红

5月 31 日，41 岁的金山区供
销合作社人力资源部部长曹冬叶
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6月4日，金山工业区“85后”
户外领队张琦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而他的妻子施明珠同样也是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俩成
为全市唯一一对“捐献夫妻档”；

6 月 8 日，金山区金山卫镇
“90后”就业援助员吴金杰，也完
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金山
区第 48例、上海市第 529例造血
干细胞成功捐献者；

6 月 10 日，金山工业区市民
顾峰新履行自己曾许下的承诺，
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位素
不相识的急性白血病患者带去了
生的希望，成为金山区第 49 例、
上海市第 530例造血干细胞成功
捐献者……

短短 10天时间里，上海市金
山区就有4人完成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大爱之举，开创金山造血干
细胞捐献新纪录。

每100人中就有1名入库志愿者

超高的配型“命中率”，离不
开庞大的入库基数。据了解，金
山区常住人口约80万人，加入中
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超过 8000人，
即金山区每100人中，就有1位市
民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入库人数的增加，离不开浓
厚的宣传氛围。对顾峰新来说，
加入中华骨髓库是偶然也是必
然。

2018 年 5 月 6 日，金山区举
办纪念“5 · 8”世界红十字日暨
2018 年金山青年造血干细胞捐
献集中入库活动。偶然出门逛街
的顾峰新，正好来到活动现场，被
现场的宣传氛围打动，他很快留
下血样登记入库。

无独有偶，吴金杰也是在那
一天加入的中华骨髓库。“金山的
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氛围一直很
浓厚，虽然我不是专业从事这方
面工作的，但平时对于造血干细
胞捐献也有不少了解，”吴金杰
说，入库那次是他到金山区工作
的第一年。

金山区红十字会每年进社
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
医院组织开展宣讲活动，普及捐
献知识，特别是世界红十字日、
学雷锋日期间，由区红十字会牵
头开展集中入库活动，这大大提
高了市民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知晓度和入库积极性。

“零悔捐”让每一份大爱都温暖

难能可贵的是，在金山，凡是
配对成功的志愿者，至今没有一
人悔捐。

“等了 12 年，终于能够完成
自己的使命。”张琦说，从 2009年
入库以来，这是第三次接到配对
成功的通知，前两次都因患者身
体原因没能实现捐献，这次终于
顺利完成了捐献。尽管时间久
远，但他从没想过放弃，“生活中
会有很多意外，这些意外是人所
不能控制的，而我们有这样的能
力，去让生命延续，那么我认为我
应该伸出援手。”

同样，曹冬叶从 2008年入库
到配对成功并采集捐献，经历了
长达 13 年的长久等待。“能有这
样一个机会，去拯救他人的生命，
在人的一生中也是蛮少的，采集
的时候经历了一次‘血液循环’，
感觉不仅为孩子送去希望，自己
也同样经历了一次重生。”

形成一股“好人”新风尚

张琦的妻子施明珠是金山区
第 2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耳
濡目染下，张琦很早就知道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因此他毫不犹豫
决定捐献。作为医务工作者的施
明珠也非常支持丈夫的决定，“将
心比心，如果是我们的家人生病
了，我们也希望有人能帮助我们，
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更是在挽救
一个家庭。”

1998年以来，金山区红十字
会率先在上海各区县开展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宣传动员工作，逐步
摸索建立起由区红十字会、团区
委、区文明办、区融媒体中心、志
愿者所在单位等多方合作的工作
机制，并深入持久开展造血干细
胞捐献宣传及志愿者招募工作。

2015 年 3 月，金山区召开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团队先进事
迹报告会，集中开展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团队的先进事迹宣传教
育，加快推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也
让区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踏上新
台阶。从 2015年至今，短短 6年
时间，全区就涌现了28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社会文明新风尚蔚然成风。

金山区还有一支包括 2000
余名成员的红十字志愿者宣传服
务队，他们既是造血干细胞的志
愿入库登记者，也是义不容辞的
义务宣传员，把宣传“造血干细
胞”的种子撒向金山的角角落落，
让向善的力量蓬勃生长。

2001 年至今，20 年的时间
里，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邮电新
村里有 30 位老人，办理了遗体
（器官）捐献的登记手续，其中 4
人已经在去世后捐献了遗体。

二十年前“小区第一人”捐献遗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20年
前，捐献遗体这件事对人们来说
还是个需要时间去接受的新观
念，而他却成了小区的“第一人”。
在他的带动下，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这个人，就是原安徽省邮电
管理局局长吴朗。

“他是在 2000年左右住院期
间，听医生说过这个事情，所以动
了捐献遗体的念头。我们都很支
持他。”吴朗的爱人马毅兴今年
90岁，她说，2002年吴朗逝世后，
将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安医大接
受站，完成了捐献的承诺。“按照
他的遗愿，我后来也办理了登记
手续。”

在吴朗夫妇的带动下，小区
其他老人也开始接触到遗体捐
献，并且更多人加入进来。

今年 92岁的周凤翼老人说，
20年前，大部分人对遗体捐献不
是很了解，感觉很陌生，“身边有
人这么做了，大家也都互相聊起
来，开始慢慢了解并且接受了。”

三十人里面有八对是夫妻

随后，周凤翼和吴荣坤等几
位老人，也成为邮电新村首批遗
体捐献志愿者。从那以后的二十
年里，邮电新村一共有 30 位老
人，办理了遗体（器官）捐献的登
记手续。

“目前年纪最大的是周老，92
岁，年纪最轻的是50岁。”吴荣坤
介绍说，这 30 人里面，有 8 对夫
妻，“我和我的爱人，包括周老夫
妇，都签了字。有的人也对子女
说，希望下一辈也能把遗体捐献
作为家风传下去。”

志同道合的人多了，老人们
成立了红十字爱心社，平时经常
走动，相互沟通交流，“逢年过节
开个茶话会，在一起聚聚，有谁生
病或住院了，相约上门慰问，互相
有个关照。”

吴荣坤说，春天阳光明媚的
时候，爱心社还组织大家到合肥
周边一日游，享受老年生活的乐
趣。“我们爱心社通过志愿者的活
动，扩大了捐献遗体的宣传范围，
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

既为社会做贡献，也为子女减麻烦

20 年来，在邮电新村，已经
有吴朗、陈清秀、黄书祥、毛庆
祥 4 位老人，逝世后完成了生前
遗捐的承诺，他们的名字也铭
刻 在 大 蜀 山 文 化 陵 园 纪 念 碑
上。

“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地
说，不知道会是你送我，还是我送
你。”吴荣坤笑着说，在大家看来，
通过遗体捐献，可以拓展生命的
宽度，“比如眼角膜，就可以帮助
到很多人。”

周凤翼则表示，捐献遗体器
官，一来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一
些贡献，二来也能减少子女的麻
烦，“这是我们选择遗体捐献的原
因。”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