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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2019年，湖北省十堰市31名
志愿者逝后捐出器官。这一年成
为十堰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
来捐献人数最多的一年。

近年来，在十堰市红十字会
等单位的大力推动下，“挽救他
人，延续自己”的大爱之举，成为
很多市民在生命最后的选择。

历年之最：31人捐献器官

2013 年 7 月，十堰市启动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专门成立人体
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人体器官
捐献工作站、人体器官捐献专家
组等机构和组织。

十堰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市红十字会，各
县市区设立了 10 个人体器官捐
献工作站，全市二级甲等以上医
院设立人体器官捐献联络点，科
学地组织器官捐献、获取与分配。

十堰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由
市红十字会负责。作为全市唯一
一家可以进行器官捐献和移植的
医院，国药东风总医院主要负责
肾脏、肝脏、心脏等人体器官移植
工作。

十堰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
献办公室数据显示，2013 年，该
市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2 例，2014
年 20例，2015年 26例，2016年 25
例，2017 年 19 例，2018 年 14 例，
2019年31例，2020年已成功捐献
8例。7年来，累计 145人捐献器
官379个，379名患者重获新生。

2019年，全市成功捐献人体
器官31例，是十堰市开展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以来，捐献人数最多
的一年。

单周记录：实现捐献5例

2019 年 7 月底 8 月初，对十

堰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来
说，是最忙碌的一周。他们先后
完成5例人体器官捐献的协调工
作，创造了单周人体器官捐献记
录。

这些捐献者分别来自竹山、
竹溪、房县、郧西，年龄在20岁至
50岁之间，他们共捐献了10个肾
脏、5个肝脏、5个心脏，延续了20
个患者的生命。

在国药东风总医院接受治疗
的 10 名尿毒症患者等到了肾脏
移植的手术。这些患者既有本地
患者，也有来自荆门、恩施，以及
福建等地的患者。5个肝脏、5个
心脏被分配到武汉、上海、杭州等
地，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带去
希望。

国药东风总医院器官移植中
心主任郭小军介绍，器官移植手
术不同于其他手术，通常器官从

供体内取出后，6 小时内一定要
行移植手术，以保证器官和手术
的质量，提升受体的存活率。因
此，手术时间与器官获取完成的
时间息息相关。一旦获取器官，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争分夺秒准
备手术。

全省首次：直升机千里运器官

2018年 1月 28日，竹溪 12岁
的亮亮（化名）因为急性脑病引起
呼吸衰竭，生命已无法挽回。弥
留之际，亮亮的父母替孩子做了
一个决定：捐献肝脏、肾脏。十堰
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与亮亮的家属签订了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协议。

亮亮的两个肾脏被分配到国
药东风总医院的两名尿毒症患者
身上；一个肝脏被分配到武汉同
济医院，用于挽救一名重度肝功

能衰竭患者。
当时，十堰遭遇大雪天气，高

速、国道道路结冰，陆路运输极为
困难，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保证器
官的运输。国药东风总医院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向十堰市 120 急
救中心、市红十字会求援。经过
周密调度，十堰市 120 金汇救援
直升机从十堰市人民医院直飞竹
溪县。

从竹溪到十堰，仅用了 97分
钟，亮亮捐出的两个肾脏运抵医
院，移植到两名尿毒症患者身上。
捐献的肝脏通过飞机从十堰运抵
武汉同济医院，挽救了一名患者
的生命。

转运器官争分夺秒，这次竹
溪、十堰城区、武汉三地上演的空
中生命接力，成为全省首例通过
直升机运送移植器官的案例。

临沂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临红）7月14日，山东省临沂市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战祥春，党组
成员、副会长史佩选一行看望慰问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卢彬。7月初，卢彬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临沂市直机关首例、临沂市第
76例、山东省第85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梁溪区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季华）7月14日，江苏省无锡市
梁溪区红十字志愿者袁凡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一名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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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南京红十
字血液中心开展无偿献血专题活动。共有
328 人参与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 82740 毫
升。另有13人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

西海岸新区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王怀霞）近日，山东省青岛西
海岸新区红十字会组织新区红十字同心缘志
愿服务队在吾悦广场举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
传活动。当天，共有 26 名爱心人士采集血
样。

程桥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程红）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程
桥街道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有218名志愿者献血近6.36万毫升。

周村区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周红）近日，山东省淄博市周
村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集中采集
活动，共采集血样75份。红烛志愿服务队11
名队员参与志愿服务，为采集工作提供保障。

宜丰县实现第二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宜红）7月20日，江西省宜春市
宜丰县委书记张俊一行看望慰问了该县第二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罗辉。今年 35岁的罗
辉是宜丰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教导员，于
近日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血液
病患者的生命。

泰州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冯斌）近日，江苏省泰州市红
十字会党支部根据市级机关工委通知要求，
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望江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望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望江街道红十字会组织辖区内杭州市安
保公司、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活动中，67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91
万毫升，1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张家港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孙雯）近日，江苏省张家港市
红十字会“爱心相‘髓’”无偿献血、造血干细
胞集中采样活动走进凤凰镇凤凰街道办事
处。近 180 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 5 万毫
升，3名市民加入中华骨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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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灌云县精神病防治院积极响应无偿献血号
召，组织全院党员干部、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
活动。活动中共有45名志愿者成功献血，献
血量1.12万毫升。

阿荣旗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工作

本报讯 （李德安）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血样采集活动。活动中，共有 56
名爱心志愿者报名，有25名志愿者成功采集
血样。目前，阿荣旗共有 445名志愿者加入
中华骨髓库。

洛阳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洛红）近日，河南省洛阳市红
十字会联合西工区红十字会、瀍河区红十字
会、洛阳市中心医院志愿服务队，开展造血干
细胞血样集中采集活动。活动当天，共有 25
名志愿者完成登记及血样采集。

句容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 （蒋家政）近日，江苏省句容市
“生命接力”讲师团来到黄梅中心小学，举办
了一场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科普讲座，来自
黄梅中心小学的 47名教师和黄梅中心幼儿
园的18名教师参加活动。

兴国县实现今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兴
国县一位志愿者离世，捐献一个肝脏、两个肾
脏，这是该县今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张妍）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邵先生、包先生、江女士
等3名志愿者相继完成造血干细
胞采集，成为合肥市第 62 例、63
例、64 例捐献者。一周实现 3例
捐献，刷新了合肥市造血干细胞
捐献的记录。

邵先生于2019年5月完成过
一次造血干细胞捐献。因患者需
要，近日他进行了二次捐献，成为
合肥市第一例、安徽省第三例淋
巴细胞捐献者。邵先生说：“接到
电话时我有点难过，因为患者病
情复发，再次危及生命。我心里
特别希望他能挺过去。但是，不
幸已经发生了，我必须站出来帮
助他。”

2014年，包先生加入中华骨
髓库，2019年12月配型成功。当
包先生把捐献的决定告诉妻子
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那时
的印象还停留在‘抽骨髓’上，加
上准备要孩子，担心捐献会打乱

生活节奏。”妻子说：“不过他特
别坚定，请红十字会、医院工作
人员给我普及造干知识，还上
网搜了很多国外论文给我看，
最终我决定支持他。”采集完成
后，包先生表示以后会动员身
边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江女士在合肥读书时，成
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10
年后的她和一名患者配型成
功。“接到合肥市红十字会的电
话时有点不敢相信。听说患者
是个孩子，患有地中海贫血，我
作为一名母亲，更应该帮助
她。”江女士表示：“只是耽误几
天时间，却能够挽救他人生命，
我觉得很有意义。希望有更多
人像我一样，愿意迈出这一
步。”

2019年，合肥市实现造血
干细胞捐献 13例，为历年来最
多；2020年已经实现造血干细
胞捐献7例，有望创历史新高。

■ 济红

7 月 20 日，山东省济宁市太
白楼广场北侧，献血车上“献出一
份血、传递一份爱、温暖每颗心”
的宣传标语格外醒目。

一名右脚受伤的中年人在家
人的搀扶下要求“加塞”，其他人
员纷纷“让路”。看到有记者拍照
采访，他用手挡着镜头，一再表示
不接受采访：“大家都在无偿献
血，你们采访其他人吧。”中年人
边说边走上献血车，按规定程序
填表、体检、化验。

他叫崔凯，今年 48岁，党员，
复员军人，是山东鲁泰控股集团
太平煤矿通勤车班班长。十天
前，因一次意外右脚严重受伤。
听说血站又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他要求家人把他送到现场。

简单体检后，血站工作人员
遗憾地告诉崔凯，由于伤情影响，
他暂时不能参加献血。但是，血
站工作人员的多次劝阻，都没能
挡住他献血的热情。

献血早已成为习惯

崔凯自幼就乐于助人，是朋

友眼中的铁哥们，长辈眼里的好
孩子。1989 年，崔凯入伍当兵，
1992年退伍，就职于山东鲁泰控
股集团太平煤矿，一干就是 28
年。

1990年的一天，在部队服役
的崔凯外出办事，看到一辆红十
字献血车停在路边。他主动上前
咨询，得知献血不仅能为患者解
除病痛，还有利于人体免疫力增
强。他想到自己身体条件好，应
该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
中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献了
200毫升鲜血。

从此，崔凯年年坚持无偿献
血，有时一年两次，30 年从未间
断。至今，他共计献血 60 次，献
血量达 14200 毫升，成为当地小
有名气的“献血明星”。

2015年，崔凯获得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卫生部联合颁发的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

把这当成责任担当

当被问及为何能坚持下来
时，崔凯淡定地说：“无偿献血是

国家倡导的一项公益事业，是行
善积德的善举，是救人于危难痛
苦中，能挽救人的生命的行动，可
以使无数个家庭重新获得幸福。
我是一名党员，参与献血是义不
容辞的责任与担当，就很自然地
坚持到现在。”

崔凯不仅坚持献血，还积极
宣传无偿献血。在他的带动和影
响下，太平煤矿已有60余人参与
献血活动。太平煤矿累计献血量
超 123000毫升，涌现出荣获全国
银、铜奖的“热血先锋”3 人。“积
极开展无偿献血”成了太平煤矿
享誉社会的一张名片。

会一直坚持下去

30年间，无偿献血已成为崔
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当被问到
是否打算继续献血时，他不加思
索地回答：“只要身体允许，我就
会坚持献下去。”

无偿献血传递的是一份爱
心，更是一份责任。崔凯表示：

“即使以后我不能献血，也要继续
做志愿者向大家宣传无偿献血。
爱心路上没有终点，我要在志愿
者服务的路上再出发。”

■ 陈敏

24 岁，最美好的年华，浙江
省宁波市宁海县小伙小米（化名）
却因一场意外匆匆离开这个世
界。7月 22 日，小米父母以器官
捐献这一特别方式，让儿子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年华。

小米捐献了一肝两肾两眼角
膜，为 5 名患者送上最珍贵的生
命礼物。他成为宁波市第 223例
器官捐献者，也是宁海县第一例
本地器官捐献者。

“别看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却
比女孩子还要细心。”在妈妈眼
中，儿子从小就是个懂事、孝顺的
孩子。

小时候由于家境清贫，一家
人一直挤住在破旧的老屋中，小
米从不嫌弃。为减轻家里负担，
初中暑假他就和姐姐一起去打
工，补贴家用。为了照顾父母，他
大学毕业后在家附近找了份工
作。

去年，家里东拼西凑买了新
房，为了能多赚点钱减轻家中房
贷负担，小米换了新工作，新生活
即将开始。

7月8日早晨，小米同往常一
样骑着电瓶车去上班，同一辆汽
车相撞，颅脑重创，被紧急送往宁
海县第一医院抢救。经过 10 多
天的全力救治后，小米生机依然
渺茫。

小米遭遇的意外，给这个
普通的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
父母整天以泪洗面，祈祷能够
出现奇迹。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米依
然没有醒来。7 月 17 日，宁波
市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前来宣
传器官捐献事宜时，妈妈还是
一口拒绝，哭着说：“我儿子还
有心跳！”

得知小米的生命已无法挽
回，7月20日，经过一番痛苦思
量，妈妈主动让女儿联系了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21日，妈
妈替小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捐献有用的器官，拯救更多生
命。

22日下午，小米一家人在
亲属的陪同下，来到宁海县第
一医院，郑重地在器官捐献同
意书上签字。按下手印那一
刻，妈妈泪如雨下：“我们已承
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不想再
让其他家庭经受生离死别。”质
朴而又伟大的妈妈表示：“我的
孩子能救回 5 个人，也就是挽
救了 5 个家庭。能帮到别人，
不枉他来这世间走一遭。”

2010 年 12 月 12 日，宁波
市作为浙江省3个试点城市之
一，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宁波市
器官捐献累计实现221例。

本报讯 （于国良）7月 1日，
有23年党龄的“三原好人”、中国
人民银行三原县支行副行长张伟
来到三原献血点，第 7 次参与无
偿献血。

“积小善，成大爱。献血救人
是一名党员义不容辞的社会责
任。”张伟说。

张伟的父亲张仁伙是广东梅
州人，当年参军来到陕西省三原
县，母亲杨秀琴曾是陕西省劳模。
二老多年来一直教育子女听党话

跟党走，为社会多做贡献。
今年 54 岁的张伟在岗位上

践行初心，努力为社会做贡献，曾
获咸阳市三星级慈善志愿者、三
原县最美人物、三原好人、全民阅
读模范人物等荣誉。

为了资助贫困家庭孩子接受
教育，张伟发起“蓓蕾希望工程”，
连续三年和同事每年资助5名孩
子每人 1000 元完成义务教育阶
段学业。

工作之余，张伟还积极号召

年轻人多读书，成为阅读推广志
愿者，被中华文化促进会朗读专
业委员会评为“2019年全民阅读
模范人物”。

在张伟的带动下，已退休的
爱人和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也积极
参加志愿服务和无偿献血，他的
家庭被评为“三原县最美家庭”。

张伟说：“献一份血，挽救一
个生命，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
呢？”

本报讯 （沈雪婷）近日，江
苏省太仓市高新区娄东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朱渊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成为苏州市第 173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朱渊曾是一名军人。2010
年参加无偿献血时，他加入中华
骨髓库。当他接到太仓市红十字
会通知配型成功的电话时，心情
万分激动：“没想到等了这么久，

终于有机会救人了！”在获得家
人的一致支持后，朱渊第一时
间向红十字会表示同意捐献。

朱渊一直热心公益，坚持
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已达
2100 毫升。他还通过太仓市
红十字会结对帮困助学项目，
连续 10 年资助四川省隆昌市
的一名贫困学生。他说：“帮助
她的同时我也感到很满足。”

7月12日，安徽省淮南市马拉松协会积极组织马拉松运动爱好
者参加无偿献血，解决炎热暑期采血难问题，为拯救他人生命尽己之
力，奉献爱心。 （陈彬）

让“生命的礼物”温暖全城
——湖北省十堰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侧记

无偿献血三十载 追求大爱不停歇

济宁有个“献血明星”

爱运动 爱奉献

“三原好人”张伟：献血救人是党员责任

合肥一周3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太仓退伍军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生命定格在最美年华
浙江省宁海县24岁小伙离世，捐献一肝两肾两角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