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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甬红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静远社
区，是一个充满爱的社区。自博
爱家园建立以来，社区成立博爱
救助基金救助了33户居民；开设
博爱超市，志愿者可用志愿服务
积分换取物品；“巧手阿姨”制作
棉鞋送给有需要的群众；居民意
外离世捐献器官，挽救他人……

男子离世捐出器官

在镇海区首家社区红十字博
爱家园馆里，居民可以了解学习
到红十字运动起源、自然灾害安
全知识、电梯应急自救、结绳救援

知识、红十字救护学堂、爱心格子
铺等自救互救知识。

不过，最引人注意的是展板
上一则感人的故事。

2016 年 9 月，住在静远社区
的俞宏伟因车祸离世，年仅 36
岁，他的母亲和妻子忍痛决定捐
献出他的部分器官。

“他还这么年轻，就离开我们
了。”妻子罗女士泣不成声，“以前
我们看电视，看到有遗体捐献的
新闻，我开玩笑地问他你愿意吗，
他说愿意。”回忆过去，罗女士感
慨万千，“我们的孩子会为爸爸感
到骄傲。”

丈夫离世后，逢年过节时，社

区工作人员都会慰问罗女士一
家。

社区有200余名救护员

俞宏伟家庭传承大爱的感人
事迹至今仍在社区流传，也影响
了很多居民。自从静远社区红十
字博爱家园项目开展至今，社区
共发展红十字会员 200 余人，建
设了一支由 20 名骨干队员组成
的红十字志愿者队伍，每周一至
周五安排两人到博爱家园馆传播
自救互救知识。

社区配有专门的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教室，每月由专业救护
培训师资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儿

童急救讲座、防暑救护讲座、心肺
复苏学习、突发事件应急救护讲
座，居民参与热情很高。目前静
远社区已有红十字救护员 200余
名。

自主互助推动社区发展

2017 年 1 月，社区成立博爱
救助基金，目前已有33户居民得
到及时救助。去年 1 月，社区开
设了博爱超市，已有 500 余位志
愿者用参与志愿活动赚取的积分
在博爱家园超市得到了实惠。

2017 年 6 月，社区里十几位
阿姨发起成立了“红十字巧手
坊”。每年，这群“巧手阿姨”都会

制作 300 多双棉鞋，送给辖区内
贫困户、老人和部队官兵。“巧手
坊”举办过三次义卖活动，义卖收
入全部汇入博爱救助基金。

此外，社区“红十字医之心”
志愿服务队和“红十字心艺美”志
愿服务队，会定期开展主题服务
日活动，开展各类帮扶，其中有招
募关爱生命服务，组织造血干细
胞、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志
愿者宣传活动已成为常态活动。

博爱家园的设立，培育了社
区自助互助的新风尚，推动了社
区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社
区先后荣获宁波市“十佳”品质社
区、宁波市健康社区等称号。

搭建社区互帮互助平台，增强居民自救互救意识

让美好生活看得见

本报讯 （蒋雯）近日，浙江
省东阳市的小王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该市第 7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配型成功，他说“是缘分”

32 岁的小王是东阳市南马
镇车来车往汽车美容店店主。

2018年 6月 14日，世界献血
者日当天，小王参与无偿献血时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今年 4 月底，小王接到市红
十字会的电话，告知他和一名白
血病患者初配成功，问他愿不愿

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真的吗？这么有缘分啊！

没想到救人这样的好事落到了我
的头上，当然要捐！”小王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

小王将这个“喜讯”告诉妻子
时，察觉到了她的担忧。“她怕捐
献对身体有影响，为了打消她的
顾虑，我带她去见了医生。听医
生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对健康没有
影响时，她才放下心来。”小王说。

为捐献救人，他停止减肥

小王身高 1.8 米，体重 85 公

斤，此前他一直在减肥。然而为
了捐献救人，他决定暂停减肥计
划。

“我在吃药减肥，米饭等主食
也吃得比较少。医生说吃药对捐
献有影响，我就把药停了，饮食上
也荤素搭配，注重营养。”小王说，
本来已经减掉了 9 公斤，停止减
肥后体重又上升了，“虽然胖了，
但这是幸福的胖”。

近日，小王放下手头繁忙的
生意，赴杭州捐献造血干细胞，他
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帮助对方渡
过难关，重获新生。

本报讯 （马红）近日，安徽
省马鞍山市新冠肺炎康复者黄德
云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陪同下，前往芜湖弋矶山医院
采血点自愿捐献 400 毫升血浆，

用于救治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
患者。

“希望我身体里的抗体能够
帮助别人。”黄德云说,“在我们最
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帮助了我

们，镇里社区的干部照顾我们，红
十字会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
困难，所以我愿意捐献血浆，为社
会、为抗击疫情、为新冠肺炎患者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宾川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尹凤）近日，云南省大理州宾

川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4名
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606人参加无偿献血，
献血总量17.05万毫升。

东阳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东红）7月20日，浙江省东阳市

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组织 6名志愿者，配合
市中心血库随献血车至巍山镇，开展献血志
愿服务。本次活动共 211人参加献血，献血
总量2.16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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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运输局、南京红
十字血液中心，开展“战洪涝 献爱心”无偿献
血专题活动。当日上午共有68人成功献血，
献血总量1.83万毫升。

太仓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李海舟）近日，江苏省太仓市

娄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朱渊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该市第 1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雨花台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雨红）7月 15日、16日，江苏省

南京市雨花台区红十字会和区级机关工委联
合开展区、街机关干部无偿献血活动。全区
共700余人报名参加活动，569人成功献血近
13.26万毫升。

肇庆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进高校
本报讯（肇红）7月18日，广东省肇庆市

红十字会、市卫生健康局联合有关单位在广
东理工学院高要校区举办主题为“心脉相连·
生命同歌”的2020年肇庆市造血干细胞捐献
公益宣传活动，这是“肇庆市造血干细胞捐献
宣传活动走进高校”系列活动的第三场，17
人现场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秦皇岛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秦红）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

志愿者王超经过 4个小时的采集，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成为秦皇岛市第 32例、河北省
第4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镇海区12名党员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宁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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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动。活动中，共有 12
名党员干部加入中华骨髓库。截至目前，镇
海区共有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千余人，7
位志愿者成功捐献。

肥西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鹏飞）近日，安徽省合肥市

肥西县紫蓬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党员
干部、普通群众踊跃参与，当天共有225人献
血成功，总献血量61270毫升。2017年以来，
该镇累计有 800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累计
献血22万余毫升。

阜阳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阜红）近日，安徽省阜阳市颍

东区訾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阜阳
市第8位、颍东区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溧水区举行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葛润苏）近日，江苏省南京市

溧水区红十字会、区机关工委、市红十字血液
中心联合组织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共有 43
人献血，献血量 1.18万毫升，3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

珠海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陈少敏）近日，来自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的学生汤铭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成为珠海市第31位、广东省第897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珠海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站已连续 12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工作站”称
号，累计有效入库人数5913人。

昭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昭红）近日，云南省昭通市红

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组织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设立咨询台、悬挂条幅标语、展出宣传
海报、发放宣传资料，向市民宣传普及无偿献
血知识，共有154名爱心人士参与无偿献血。

江宁区大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周海燕 周健）7月16日，江苏

省南京市江宁区大学生钟斌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南京市第79位、江宁区第8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沧县开展“双献”爱心月活动
本报讯（康玉刚）7月14日，河北省沧州

市沧县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心血站、县卫生健
康局、县医院和各乡镇及县直各部门共同开
展的“双献”爱心月活动圆满结束。该活动自
6月 14日启动以来，共有 1773名干部群众成
功献血，总献血量 50.49万毫升，70名志愿者
加入中华骨髓库。

东营走访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东红）7月18日，山东省东营市

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者志愿服务队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活动中，志愿者走进遗体器官
捐献者家中，详细了解捐献者家属的生活状
况，给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及捐献者家属送
去红十字会的关爱，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关心。

本报讯 （旗红）7月 13日 13
时37分，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红
十字会收到一份来自中华骨髓库
的启动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超加急通知，一场生命与死神的
赛跑就此展开。自治区红十字会
系统在短短两天内，完成了原来
需近一个月的工作流程。

这份超加急通知内容显示，
一名江苏的白血病患者已经进
舱，此时其免疫力基本为零，准备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然而由于
特殊原因，捐献者造血干细胞采
集失败，情况万分紧急。

千钧一发之际，中华骨髓库

紧急启动寻找、筛选第二供者的
预案，在系统内找到了全国唯一
的 9 个点位相合的内蒙古供者
——扎鲁特旗公安局交警大队造
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史先生。

“我肯定同意，没什么事比命
更重要！”史先生说。

接到中华骨髓库的通知后，
内蒙古自治区各级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高效运行，紧急协调，开通绿
色通道，安排志愿者体检，在短短
2小时内完成了初筛、再动员、高
分辨血样采集工作。

为保证志愿者血样能在第二
天及时安全送达苏州，自治区各

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争分夺秒，
开始了紧急运送接力赛。

7月13日16时30分，扎鲁特
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从当地出
发，于 18 时 30 分将血样送至通
辽，交给中华骨髓库“专差”，“专
差”连夜赶往长春，从长春乘飞机
到达上海后乘专车于7月14日将
血样顺利送达苏州。

7 月 14 日，史先生在通辽市
红十字会的协调下进行了加急体
检。近日，史先生通过高分辨配
型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内蒙古自治区第 95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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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血周活动，县中医院团支部组织30余名团员青年参加义务献血及造
血干细胞采集活动。

活动现场，献血志填写表格、采集血样、领取荣誉证书。红十字
志愿者向过往行人宣传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袁荣生）

浙江东阳小伙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停止减肥计划

“虽然胖了，但这是幸福的胖”

团员青年
献爱心

患者已进舱，捐献者采集失败，中华骨髓库急寻第二供者

赢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马鞍山首例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

本报讯 （孙雯）近日，第四
届“苏州慈善奖”表彰名单正式公
布，江苏省张家港市红十字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队的“红色爱心在
行动”获评最具影响力公益慈善
项目。

2015年，张家港市红十字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队重点推广“红
色爱心在行动”特色项目，截至目
前，该项目累计开展无偿献血献

髓宣传服务 350 余期。活动
中，志愿者充分利用各种宣传
渠道，走进企业、乡镇、校园、人
员密集的商业区，以徒步、文艺
演出、招募其他志愿者团队参
与献血等多种形式，传播无偿
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
知识，倡导、鼓励、招募适龄健
康公民自愿加入无偿献血献造
血干细胞爱心队伍。

张家港“红色爱心在行动”获“苏州慈善奖”

本报讯 （于国良）在陕西省
兴平市，提到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获得者从东，人们无不交
口称赞，多年来，从东一家积极参
加无偿献血，他个人献血 26 次，
献血量 9400毫升，曾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从东的爷爷是天津人，年轻
时来到兴平，投身到航空航天建
设中，父亲也在航天航空企业工
作。从东毕业后，在兴平五一四
厂工作，祖孙三代献身航天事业。

从东一家人都是无偿献血志
愿者。八十多岁的父母总是教育
他要不忘国家培养，成为对社会

有用的人。从东工作兢兢业
业，工作之余积极参与无偿献
血，获得过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银奖、铜奖，爱人也跟
随他多次参加无偿献血。儿子
18岁上大学至今，一直坚持无
偿献血。

“陕西兴平，是我们的第二
故乡。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为了西部建设，
我们奋斗终生，无怨无悔。”从
东说，“大家称我们的奉献是西
部之爱，我很感动，西部之爱没
有终点，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奉
献下去。”

“西部之爱没有终点”
陕西省兴平市爱心家庭全员参与无偿献血

本报讯 （新红）近日，河南
省新乡市在校大学生小黄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新乡市第 3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该市
首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00
后”志愿者。

当日上午，正在接受造血干
细胞采集的小黄和父母轻松地聊
着天。当市红十字会、获嘉县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带着鲜花前来看
望他时，他笑着说：“大家不用担
心我，按程序捐献，一切正常。”

20 岁的小黄是一名大二学
生，从 18 岁开始参加无偿献血。
2019年，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知识后，小黄专门赶到河南省红
十字会，登记成为一名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

今年年初，小黄的血样与
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很
惊喜，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配型
成功。”小黄说，“当初报名的初
衷就是捐献救人，现在机会来
了，我肯定同意捐献。”

捐献计划出来后，正值学
校期末考试，工作人员询问小
黄时间上是否有冲突，他说：

“救人要紧，考试可以和学校协
调，没有问题。”

赴郑州做捐献准备前，市、
县红十会原计划举办一场欢送
会，但被小黄和他的父母婉言
谢绝了。

妈妈刘彩红说：“儿子以这
样的方式挽救别人的生命，我
们非常高兴，为他自豪。”

本报讯 （渝红）近日，重庆
市红十字会新增了一位特殊的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34 岁的
蒋欢。6月 26 日，蒋欢的父亲蒋
兆华离世，捐献的器官挽救了 3
个人的生命，让 2 人重见光明。
现在，蒋欢做出了和父亲同样的
决定，成为重庆市第 32687 名器
官捐献志愿者。

蒋欢是重庆公交集团两江公
交机场服务公司的一名驾驶员。
他说，两年前，父亲就表达过希望
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意愿，但家人
都没在意。

在蒋欢的记忆里，父亲一直
是一个热心肠。他至今还记得，
自己十多岁时，父亲路遇一个小
腿被划伤的男孩，围观群众都不
敢上前帮助，父亲一把抱起小
孩，送到医院，使孩子得到及时
救治。

前两年的一天，他和父亲看
电视时，偶然看到遗体器官捐献
的消息，父亲向他提出去世后捐
献器官的意愿。当时，蒋欢并未

在意，只是回了句：“别说这些
不吉利的话。”蒋欢以为父亲只
是说说而已，但近两年，父亲多
次在家人面前提及捐献器官的
意愿。蒋欢这才明白，父亲是
认真的。

今年 6 月，父亲突发重疾
入院，蒋欢决定尊重父亲的意
愿，忍痛在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表上签了字。

6月26日，蒋欢父亲离世，
家人无偿捐献出他的器官。

当天，重庆市红十字会的
器官捐献协调员告诉蒋欢，他
父亲的器官已经救治了一名病
人。蒋欢说：“那一刻，我真正
体会到了父亲的伟大。”

父亲的善举让蒋欢深受感
动，办理完父亲的后事后，他做
出了和父亲同样的决定。7月
1日，他在网上登记，成为重庆
市第 32687 名器官捐献志愿
者。

蒋欢说，“我要把这份大爱
延续下去。”

父亲离世后捐献器官，儿子登记成为志愿捐献者

“我要把这份大爱延续下去”

新乡首位“00后”捐献造血干细胞
妈妈：我为儿子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