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生命健康

星期五
2021 年 7 月 23 日

编辑/陈 娟
电话：
（010）65254766

三献信息

广西第 400 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

镇海区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希望他时时感受到生活的甜”
■ 左高捷
7 月初，一个女孩在广西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她是一名中共党
员，以热血回报入党初心，以实际
行动献礼党的百年华诞；她是中
华骨髓库第 11594 例、广西第 4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她叫佳萍。

不枉大学青春 热衷志愿服务
聊起加入中华骨髓库的情
景，佳萍忍不住感叹：
“ 缘分真是
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大学刚入学
时，佳萍很迷茫，
想在课余时间参
与志愿服务充实大学生活。在学
长的建议下，她加入了广西大学
学生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一次会
员大会上，听到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服务队队长给大家科普造血
干细胞相关知识时，与造血干细
胞捐献有了最初的接触。她到现
在都记得，当初在台下第一次听
到白血病患者的现状以及造血干

细胞如何治愈血液病患者的知识
时，自己一下就湿润了眼眶，
深受
感触。想着有一天，如果自己也
许能救下这世界上与自己相匹配
的另一个人，她毫不犹豫地加入
了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
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学服务队，
在献血车进校园时，同样毫不犹
豫地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
就这样，佳萍一心一意地做
着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志愿服务
工作，从一个文静的小姑娘，
成长
为了活泼开朗的志愿服务达人。
在担任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队
长任期满换届后，佳萍选择到学
校支教继续志愿服务工作，但每
当献血车进校园，她都抽空到现
场支援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
传授她的宣传小技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20
年 4 月，佳萍接到了初筛配型成
功的通知，克服了疫情期间交通
不便和推迟暑假实习等困难，完

成了体检，却被通知患者放弃移
植的消息。
“第一次听到配型成功时，
很
开心，我做志愿服务就是为了能
更多地帮助别人，
心里也很激动，
我很了解，配型成功的概率与中
彩票一样。我真的很替患者惋
惜，当时为不能帮助别人还失落
了一阵。”佳萍说。幸运的是，很
快又接到了第二次配型成功的消
息，
佳萍立即答应捐献。

当毕业季碰上捐献日
第二次接到配型成功的电
话，是在今年 3 月。那时，佳萍已
通过了硕士研究生初试，一边准
备毕业论文，
一边准备复试，
课业
十分繁忙。
毕业季和捐献日几乎是无缝
衔接的。6 月底，佳萍作为学生
骨干，全程参与毕业典礼的筹备
工作，
虽然邀请了父亲来观礼，
也
没能与父亲多说几句话。只是在
见到父亲时，很轻松地告诉了父

亲她准备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
“爸爸看到我在毕业典礼忙
上忙下，人又瘦，他担心我的身
体，起初是不同意的，但我很坚
持，和他解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的过程，他最后也同意了。”毕业
典礼结束三天后，
佳萍顺利入院。

轻车熟路 勇敢捐献
入院等待捐献的日子，佳萍
终于可以静下来“休整”一下心
情，身材娇小的她，眼神非常坚
定。早在担任广西大学造血干细
胞志愿服务队队长期间，佳萍就
参与过两次造血干细胞护送工
作，
一次是从南宁到广州，
一次是
从西安回南宁。
佳萍回忆第一次护送造血干
细胞时的情况：
“知道自己有机会
护送造血干细胞时，心情是非常
激动的。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造
血干细胞采集的整个过程，当时
捐献的是个小姐姐，
她真的很棒。
护送过安检的时候非常紧张，几

乎是一路奔波。到了广州，与即
将动手术的患者妈妈通电话时，
她的每一声感谢，
都非常触动我，
红十字会搭建起来的这个桥梁作
用真的太重要了，我为我能成为
红十字会志愿者感到骄傲。”
正因为有了两次护送造血干
细胞的经历，佳萍对造血干细胞
捐献显得轻车熟路，
“ 一约既定，
万山难阻，
虽然有点怕疼，
但我知
道这背后有很多人在为促成这件
事情而努力。很多我的好朋友也
在全力支持着我，为了让我顺利
捐献，他们帮我搬家、给我送吃
的、鼓励我，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佳萍即将去陕西攻读硕士研
究生，她很期待即将开始的新生
活，也希望自己的这份信心能够
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一起传递给
患者：
“希望患者康复之后像我一
样能够拥有很多小确幸，时时感
受到生活的甜。”

本报讯 （镇红）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镇
海区卫生健康局、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
区红十字会联合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暨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共有 10 名党员干
部加入中华骨髓库。

泰州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泰红）日前，山东省泰州市机
关工委组织泰州市红十字会、泰州市中心血
站共同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和无偿
献血活动，共有 171 人参与，献血量达 50300
毫升，
13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西湖区医院捐献咨询服务台全覆盖
本报讯 （西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西
湖区红十字会在南昌仁爱妇产医院、江西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等 9 家二级以上医院设立
“三献”捐献咨询服务台，实现全区二级以上
医院捐献咨询服务全覆盖。

平度老党员登记捐献遗体器官
本报讯 （平红）日前，山东省平度市店
子镇老党员董先生来到市红十字会，办理遗
体器官捐献登记。

西安成立“三献”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西红）日前，陕西省西安市退
役大学生士兵红十字
“三献”志愿服务队授旗
仪式举行，现场组织开展了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招募活动，
共招募志愿者 145 名。

托县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托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托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宜都 2 名古稀老人登记捐献遗体

古稀老人奉献大爱 红会人员真情服务
本报讯 （宜红）日前，湖北
省宜都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 2
名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
服务”，帮助完成了遗体器官捐献
登记。
今年 71 岁的刘婆婆是宜都
市王家畈镇人，因小儿麻痹留下
后遗症导致右脚变形无法正常行
走。她喜欢读书看报，很早就对
遗体器官捐献有所了解，想捐赠
遗体器官已有 20 余年，但因为家
住深山，行动不便，
一直没能了却
心愿。直到今年，刘婆婆随儿女
租住在城里，
在征得儿女同意后，
才联系红十字会，完成心愿。通
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面对面的交
流，手把手的指导，
最终帮助老人
用微信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公众
号上完成了遗体器官捐赠登记，
并且还帮助老人打印出纸质的登
记卡片。

“十年后我代母回报社会”

甘守村小 21 载
李孟军出生于肥西县上派
镇，2000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紫蓬
镇罗坝小学工作。21 年来，他爱
岗敬业、深受学生敬爱，
教学工作
获得多次市县表彰。妻子黄小云
被李孟军的爱心感染，也主动从
条件优越的学校调来罗坝小学，
夫妻俩以校为家，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
2009 年初，一场大雪铺天盖
地，学校临时接到放假通知，
一时
无法联系到所有学生家长。眼看
天色越来越暗，李孟军先让黄小
云给孩子们蒸了一锅热馒头充
饥，而后决定将 7 名孩子挨个送
往 3 公里外的村民家中。积雪没
膝，李孟军送完孩子，羽绒服里面
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家长感
激不尽，热情挽留他吃饭，他婉言
谢绝，实在拗不过，
才揣着两个煮
山芋回家了。
“要不是我自己也是教师，我
不会让他这么辛苦。”妻子黄小云
心疼得满眼含泪。21 年里，李孟
军曾先后两次放弃去中心小学任
教的机会，始终留在地处偏僻、师
资缺乏的乡村小学，只因为放不
下这里的孩子。

代替母亲传递爱心
李孟军说，父母和老师都常
常告诫他，
“教师不只是传道授业
解惑，更重要的是立德育人。”在
工作和生活中，
他始终向父母、老
师看齐，将
“见贤思齐”付诸实际。
2011 年 6 月，李孟军母亲意
外车祸，生命危在旦夕，急需输
血，是护士以及无数的献血者用

本报讯 （平红）日前，河南省驻马店市
平舆县卫健体委组织县红十字会、县直 4 家
医院联合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共有
45 人成功献血，
献血量达 18000 毫升。

之后，宜都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又到市博仁医院探望了刚做
了腰椎手术的高爷爷。高爷爷今
年 77 岁，家住枝城镇，曾多次电
话咨询遗体器官捐献事宜。年轻
时因工伤导致右腿残疾后一直受
到政府精心关照。高爷爷说，感
谢国家政策好，
把他纳入低保，
让
他的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 人老
了，没有什么能够回馈社会，
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来回报党和政府的
关怀。”高爷爷跟儿女做工作，打
消了他们对捐赠遗体器官的种种
顾虑，这次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帮忙下，通过手机顺利地完成
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
据悉，自宜都市红十字会启
动实施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
共实现遗体器官捐献登记 39 人，
其中 4 例完成人体器官捐献，让 9
名濒临绝望的患者重获新生。

安徽合肥乡村教师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张妍）
“十年前别
人用大爱救了我的母亲，十年后
我代母去回报社会，传递爱心。”
近日，扎根乡村小学教育 21 年的
安徽省合肥市教师李孟军在中科
大附一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合肥市首例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老师。

平舆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大爱挽救了他母亲的生命。母亲
对他说：
“ 人家帮助了我们，我们
要学会回报社会。如果身体允
许，就积极献血，将爱传递下去，
让更多患者获得重生。”2011 年
至今，他先后 5 次参加无偿献血，
妻子在他的带动下，也积极参加
无偿献血，
已经献血十余次。
2018 年 3 月，李孟军带父亲
去北京看病，在医院里看到了白
血病患者的痛苦，他决定尽己所
能去帮助别人，在前往天坛参加
无偿献血时，
留下血样，
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

义无反顾捐“髓”救人
今年五一前夕，北京市红十
字会通过大数据匹配联系到李孟
军，说他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
李
孟军当即同意捐献。在交接好学
校工作后，
李孟军立即赶去体检，
准备捐献造血干细胞。
5 月下旬，体检结果出来后，
李孟军有两项指标不正常，他主
动提出住院，调理身体、减肥，并
自己承担一切费用。为了顺利完
成此次捐献，
他严格控制饮食，
积
极减重，坚持运动。半个月后，
再
次体检显示，李孟军的身体指标
一切正常了，可以捐献造血干细
胞，他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 以己
之力回报社会，
将爱传递下去，
愿
受赠者身体早日康复，快乐永伴
着左右。”
6 月下旬，李孟军再次入院
做捐献前准备，
住院期间，
他给受
捐患者写了一封信，鼓励她积极
治疗，祝愿她早日康复。
6 月 28 日中午 14 时左右，经
过 5 个多小时的采集，李孟军顺
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合
肥市第 8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李孟军说：
“希望通过我的捐献感
染更多人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让这种大爱之举在社会上
形成一种共鸣，这点努力也算是
作 为 党 员 向 建 党 100 周 年 献 礼
了！”

淮北夫妻共同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刘春亮）近日，
安徽省淮北市的
黄石、
马晓洁夫妇共同到淮北市红十字会，
签署
志愿书，
登记成为遗体（眼角膜）捐献志愿者。

瑞昌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瑞红）7 月 6 日，江西省瑞昌市
志愿者吴猛完成捐献，成为瑞昌市首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洛阳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困难家庭
本报讯 （洛红）7 月 6 日，河南省洛阳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行 4 人，对困难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家庭进行了慰问走访。

半山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为逆行点赞

7 月 20 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志愿者董高级完成造血干
细胞捐献。当天上午 11 时，负责运送造血干细胞的专差王世江从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出发，
打车到徐州东站，
改签最早的高铁到达郑
州火车站，
然后打车向患者所在医院赶去。
不料，却被特大暴雨堵在高架桥上整整一夜，直到 21 日早晨才
下了高架，到达医院。随后，王世江爬了 27 层楼，共步行 5 公里把血
样送到患者医院，完成了 22 个小时的生命接力。图中左边为王世
江。
（苏红宣）

本报讯 （半红）日前，浙江省杭州市拱
墅区半山街道红十字会组织环境集团职工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180 人参与，其中成功
献血 127 人，
献血总量达 39100 毫升。

张家港实现第 2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孙雯）7 月 6 日，江苏省张家港
市企业员工潘利红顺利捐出 290 毫升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成为张家港市第 22 例、今年第 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河口区新增 1 名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从1到1000，生命接力的淄博温度
——山东省淄博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纪实
■ 任灵芝 张 军
2003 年 11 月，淄博医生吕陟
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淄博市第
1 例也是山东省第 1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2021 年 6 月，生命的接力棒
交给了淄博小伙周欢——山东省
第 10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
的造血干细胞让一名 3 岁儿童重
获新生。
捐“髓”救人，从 0 到 1，从 1
到 1000，山东省第 1 例和第 10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都在淄博，
这与淄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19 年来不断为爱接力、无私奉献
密不可分。

第 1000 例，点亮“生命之光”
今年 27 岁的周欢是淄博市
桓台县马桥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
员。2018 年 6 月，在一次无偿献
血时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
为帮助更多人，
周欢留下血样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今年 4 月，
他接到桓台县红十字会的通知，
说他与一名 3 岁半的白血病患者
造血干细胞初配相合。
“孩子那么小，
肯定遭了很多
罪，
我希望能顺利捐献，
帮他减轻
痛苦，让他重获新生。”经过高分
辨血样检测、捐献前查体，
周欢如
愿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采集过程中，
山东省副省长、
省红十字会会长孙继业一行赶往
医院慰问周欢并为他送上鲜花和
荣誉证书。

从 0 到 1，捐髓救人的淄博力量
2002 年，山东省启动造血干
细胞捐献工作，
淄博同步启动。
当时，捐献造血干细胞对绝
大多数人来说还较为陌生。为了
普及捐献常识，
打消市民的疑虑，
淄博市红十字会以“5·8”世界红
十字日、世界献血者日、世界骨髓
捐献者日等重要纪念日为契机，
通过宣传栏、明白纸、宣传折页、
公益广告、专题片等多种形式，
广
泛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积
极营造
“我健康、我捐献、我快乐”
的良好舆论氛围。
很快，淄博造血干细胞捐献
有了零的突破。2003 年 6 月底，
医生吕陟与大连一名白血病患者
造血干细胞配型相合。
作为
“拓荒者”，
吕陟说，
尽管
当时自己新婚刚 20 天，面对家人
的担忧和疑虑，他没有犹豫。
“我
是一名医生，在生命面前无论是
谁，
只要需要，
我都会竭尽全力去
帮助。”
2003 年 11 月 19 日 ，吕 陟 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兑现了对另
一个生命的承诺，
成为淄博市、山
东省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此后，一个又一个为生命接
力的淄博人，用行动诠释着“人
道，
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数字背后，燃烧的淄博温度
淄博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王爱军介绍，蝉联全
国文明城市“四连冠”的淄博，一

直涌动着温暖人心的力量。在这
种大环境下，淄博造血干细胞捐
献工作起步早、发展快。截至目
前，淄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采集入库血样 1.4 万份，实现捐献
74 例。
第 1 例和第 1000 例的重合看
似偶然，却是淄博红十字人和淄
博市民传递爱心的必然。
翟志文先后两次捐献造血干
细胞，他说：
“ 融入淄博市红十字
人血液里的人文关怀，让我们这
些志愿者和捐献实现者有了更多
的获得感。”每年，淄博市红十字
会都会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和
志愿者进行联谊，
“2019 年还将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作为‘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进行褒奖。我们打
心眼里觉得温暖，
也更有情谊、更
有价值。”翟志文。
19 年来，淄博市红十字会一
直不遗余力地对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进行宣传，
让更多人关注、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对每一
例捐献者，在捐献前都会举行欢
送会；
捐献实现后，
安排人员定期
联系捐献者进行查体，春节前走
访慰问当年度捐献者，对家庭遇
到困难的捐献者进行帮扶，以实
际行动温暖捐献者。开展“让爱
回家”活动，
通过查找回访入库志
愿者，帮多年失联的志愿者找到
回“家”的路；积极推荐捐献实现
者参评各级各类荣誉奖项……工
作积累至此，才有了全省第 1 例
和第 10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都出自淄博的美谈。

本报讯 （邵艳芳）近日，山东省东营市
河口区的张女士在家人陪同下，登记捐献遗
体（角膜）器官。

沧州退伍老兵去世捐献遗体
本报讯 （沧红）日前，在河北省沧州市
红十字会、运河区红十字会见证下，
退伍老兵
刘金祥去世后捐献遗体，成为沧州市第 35 例
遗体捐献者。

南京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南红）日前，江苏省南京市红
十字血液中心和秦淮区政府献血办、区红十
字会联合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977 人参
与，献血量达 251680 毫升，117 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

太仓青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金玲）近日，江苏省太仓市职
工范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太仓市第
13 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黄山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徽红）7 月 9 日，安徽省黄山市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29 人参与，献血量
达 9300 毫升，
1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洪泽区持续开展造血干细胞宣传
本报讯 （洪红）7 月 9 日，江苏省淮安市
洪泽区红十字会到区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开
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暨造血干细胞宣传。

镇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镇红）7 月 2 日至 9 日，江苏省
镇江市高资镇、荣炳镇等 7 个镇（区）组织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483 人参与，献血量达
152250 毫升。

浦口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何勇）7 月 9 日，江苏省南京市
浦口区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193 人参与，献血量近 5.37 万毫升，完成造血
干细胞采样 8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