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
星期五
2020年7月3日

编辑/杨振宇
电话：（010）65597609

三献信息

本报讯（宁红）6月25日夜，
60 岁的李萍（化名）因病医治无
效去世。家属遵照她的遗愿，联
系宁夏红十字会，自愿无偿捐献
出她的眼角膜。李萍成为宁夏首
例眼角膜捐献者。

几年前，李萍就在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网站上填写了眼角膜捐
献志愿登记表。2020 年 5 月，李
萍病情再度加重，生命即将走到
尽头，她再次表达了捐献眼角膜
的愿望，督促家属联系宁夏红十
字会，要求以书面形式填写眼角
膜捐献志愿书，希望离世后，可以

帮助他人重获光明。
“我母亲非常善良，在身体

健康的时候，就经常参加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做公益帮助他人是
她最大的乐趣，她总说能帮助别
人是幸福的、值得的。母亲选择
捐献眼角膜，也是她做的最后一
件善事。”李萍的子女对宁夏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说。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宁夏
红十字会登记在册人体器官
（组织）捐献志愿共有 6458人，
成功实施器官捐献 1 例，眼角
膜捐献 1例。

宁夏实现首例眼角膜捐献

巩义市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韩晓红）近日，河南省巩义市

开展无偿献血暨“三献”宣传活动，共有 127
人参与献血，总献血量 3.84 万毫升，22 名志
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5人登记成为人体器
官（遗体）捐献志愿者。

谷里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谷红）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谷里街道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共有 95名志愿者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 2.52
万毫升，6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广饶县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广红）近日，山东省东营市广

饶县红十字会组织无偿献血宣传活动。活动
中表彰了12名优秀无偿献血志愿者，并为新
成立的 3支志愿服务队授旗。活动当天，共
有 106名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
3.9万毫升。

韩城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孙林涛）近日，由陕西省韩城

市红十字会联合渭南市中心血库开展无偿献
血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无偿献血、造血
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

新源县实现首例遗体捐献
本报讯 （敬梅）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犁新源县农民滕民江离世捐献器官，成
为该县首例器官捐献志愿者。

晋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省晋中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心血站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01名群众参加献血，总
献血量3.96万毫升。

丹阳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王琦）近日，江苏省丹阳市红

十字会与市委宣传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文明办、卫生健康委、献血办、血站等单位
联合举办无偿献血活动并表彰无偿献血志愿
者。今年 1 月至 5 月，丹阳市全血采集人数
3456人次，采血量100万余毫升，有效保证了
全市临床用血的供给和安全。

浦江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浦红）近日，浙江省金华市浦

江县红十字会联合县献血办开展无偿献血暨
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共有62人参与无偿献
血，献血1.95万毫升，15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吉水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婷）近日，江西省吉安市吉

水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43名
志愿者参加，献血量6500毫升。

海拉尔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海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暨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共有 26人
参与无偿献血，总献血量 8800毫升，25人加
入中华骨髓库。

江宁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宁红）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红十字会举办无偿献血活动。活动中，
共有230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78850毫
升。 2019 年，江宁区参加无偿献血累计
10942人次，献血总量366.19万毫升。

龙南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岚）近日，江西省赣州市龙

南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61人参与
献血，2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垦利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李海霞）近日，山东省东营市

血站、垦利区红十字会举办无偿献血活动，50
余名市民献血 2万毫升，15名志愿者加入中
华骨髓库。

德化县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德红）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德

化县32岁的李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
救了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李先生是德化
县首例，泉州市第2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威海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威红）近日，山东省威海市红

十字会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上街头，在
威高广场、环翠楼公园、齐鲁商城3个采血点
开展义务献血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
传和志愿者招募工作。活动当天共有 30余
名市民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迎江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方红霞）近日，安徽省安庆市

红十字中心血站、迎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
合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当天上午共有56人参
加无偿献血，总献血量1.84万毫升。

长治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长红）近日，山西省长治市红

十字会、潞州区红十字会与长治市中心血站
联合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无
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

桐城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桐红）近日，安徽省桐城市卫

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当日上午共有 47人参与献
血，总献血量1.1万毫升。

本报讯 （张妍）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 80 后志愿者邵先生再
次为一名患者捐献淋巴细胞，成
为合肥市第一例、安徽省第三例

“二次捐献者”。
2010年，邵先生加入中华骨

髓库，他说：“想尽一份力，希望自
己能让血液病患者多一分重生的
机会。”

2019 年 5 月，邵先生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液病患
者送去生的希望。

让邵先生没想到的是，时隔一
年，他再次接到合肥市红十字会的

电话。“当时我很震惊，有失望、有
难过，因为患者又复发了，再次
危及生命，我第一次捐献时最大
的愿望是患者完全康复。”他说，

“我特别不想看到患者的病情发
展到这一步，但是不幸已经发生
了，我必须站出来，继续帮她！”

接到二次捐献通知后，邵
先生立即调整工作安排，连续
出差三周，为捐献留出时间，提
前调整身体状况。

采集完成后，邵先生的心
情稍稍轻松，他说：“希望患者
手术成功，早日康复！”

近日，河南省首支基干民兵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务队在商
丘市宁陵县成立。仪式上，35名基干民兵加入中华骨髓库。

据了解，宁陵县基干民兵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是河南省
首支由基干民兵组织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服务队的成立
对基干民兵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弘扬新风正气，起到了引领作用。

（闫占廷）

本报讯 （于国良）近日，陕
西省兴平市税务局桑镇税务分局
副局长马新军再次来到献血屋献
血，他说：“纳税人的无私奉献让
国家繁荣昌盛走向富强，我们献
血奉献社会，更是义不容辞的社
会责任。”

今年，马新军被咸阳市文明
办评为 2020年第一期“助人为乐
咸阳好人”，他还是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金奖获得者。

1989年，马新军从学校毕业
后报名入伍，从此开始参加无偿
献血。

2005年秋季的一天，爱人杨
美云遭遇车祸，被紧急送往医院治

疗，经过输血后康复出院。马新
军在前往血站为爱人报销用血
费用时，再次捐献了血小板。

除坚持参与无偿献血外，
马新军还加入兴平义工联合
会，每月抽时间到敬老院、养
老院为孤寡老人服务。每次
国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马
新军都踊跃捐物捐款，给灾
区同胞送去温暖。此外，他
还 长 期 资 助 家 庭 困 难 的 孩
子。

女儿马媛从西安航空学院
毕业后，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
她也像父亲一样多次参加无偿
献血。

本报讯 （粤红）近日，南方
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7 岁的医生
康帅躺在采集床上，感受着血液
的流动，一旁的父亲欣慰地说：

“儿子真棒！恭喜你如愿救人！”
3 个月前，康帅曾主动请缨

支援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前
线，但因尚在参加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未能如愿。没想到，他用
另一种方式给患者带去希望。

康帅是南方医科大学2011级
临床医学八年制博士，2019年毕业
后留院成为南方医院的一名医生。
大学时期，康帅就开始参加无偿献
血并加入中华骨髓库。3月初，他
接到中华骨髓库广东管理中心的
电话，告知其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
型相合，询问他是否愿意捐献造血
干细胞并配合后续的捐献工作。

康帅当时就表示同意捐献。随
后，他减少与外人接触，加强锻
炼，调整作息。捐献之前的高分
辨配型采样、健康体检等环节也
都顺利进行。

父母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
会影响儿子的生活，康帅向父母
详细耐心地科普造血干细胞捐
献知识。在康帅的细致解读下，
父母放下了悬着的心。最终，康
帅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截至 2020 年 4 月底，中华
骨髓库广东分库累计入库志愿
捐献者数据达 11万人份，累计
捐献总数 863 例。今年 1 至 4
月份，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广东仍有 43 位志愿者为素不
相识的患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

■ 郑红

近日，短短5天时间内，河南
省郑州市4人先后捐献造血干细
胞，捐献人数再创新高。至此，郑
州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达 306
位，位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

逐渐加快的捐献速度，是郑
州市民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
接受与认可，更是对大爱郑州、文
明郑州的生动诠释。

大爱成就“异姓兄弟”

“我想我们前世一定是兄
弟，今生才有缘通过这样的方
式相识……”6月 8日，在河南省
肿 瘤 医 院 造 血 干 细 胞 采 集 中
心，一封来自患者的感谢信感
动了在场所有人，也让正在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宋先生热泪盈
眶。

今年 37 岁的宋先生在郑州
市路通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工作，

热衷公益的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参
与无偿献血，希望尽自己所能帮
助别人。

2018年 8月 30日，在单位组
织的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宋先
生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当时没想太多，红十字会的工作
人员问我要不要加入，我想这是
好事，所以就入库了，没想到机会
这么快就来了”。

2019 年 11 月 20 日，宋先生
收到了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步
配型成功的消息，当了解到对方
是一名 1984年出生的男性时，宋
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俩年
龄差不多，这个年纪的男人基本
上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
有小，得了这种病，家人得多着
急啊！”

在顺利通过高分辨检测、捐
献前体检等流程后，宋先生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给患者送去希
望。

共产党员的担当

6 月 11 日，共产党员杨女士
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年
轻的血液病患者。

今年 34 岁的杨女士在管城
回族区某社区工作，平时经常在
社区组织各类爱心活动。2018
年5月3日，杨女士在无偿献血活
动中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杨女士没想到的是，一年多
以后，2020年2月，她就收到了郑
州市红十字会的通知，得知自己
与一名年轻的血液病患者初步配
型成功。时值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杨女士一边忙于抗疫工作，一
边积极配合捐献工作流程。

杨女士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决
定得到了家人全力支持。在医院
注射动员剂，进行捐献准备时，杨
女士的爱人和女儿每天都会来医
院陪她。

杨女士说：“能够捐献救人，

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事！”

阳光男孩的救人之旅

6 月 12 日，郑州市爱心小伙
小袁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造血
干细胞，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
生的希望。

1998 年出生的小袁是一名
即将毕业的大学生。2019 年 2
月，他在老家南阳献血时加入中
华骨髓库。从那时起，他就盼着
有一天能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2020 年 3 月，小袁收到了市
红十字会的通知，得知自己与一
名年轻的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
功。此时，小袁正在郑州一边实
习，一边准备毕业答辩。得知这
个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捐献。

顺利通过了高分辨检测和体
检等工作后，6月初，刚刚完成了
网络远程答辩的小袁来到医院做
捐献相关准备工作。

80后党员二次捐献

6月 12 日，80 后党员单先生
和小袁一同捐献造血干细胞，这
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救人了。

2019年 4月 26日，当时还在
管城区东大街办事处工作的单先
生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造血干
细胞，为一名18岁的血液病患者
送去“生命种子”，成为郑州市第
273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时隔一年，今年6月初，已经
调到另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单
先生再次接到郑州市红十字会的
电话，得知自己当时救助的患者
病情出现变化，需要二次捐献淋
巴细胞救命，他二话不说，选择了
再次救人。

尽管工作繁忙，但为了让患
者早日摆脱病痛，单先生积极协
调时间，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所有
流程，再次成功捐献，给患者带去
希望。

河南省郑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数量再创新高

5天播下4颗“生命种子”

合肥志愿者再捐淋巴细胞救人

广东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献血致敬纳税人
陕西省兴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坚持参与无偿献血

承 诺

本报讯 （洪永林）58岁的陈
少敏是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的一
名摩托车修理工，坚持无偿献血
已经12年了。

在陈少敏狭小的修车铺里，
靠墙立着两个宣传牌：“献血，现
在献血，经常献血”“分享生命，捐
献热血”，满是油污的工作台一
角，堆着厚厚一叠无偿献血和造
血干细胞宣传资料。

说起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的
经历，陈少敏至今记忆犹新。
2007 年 6 月 12 日，他献血 400 毫
升，看着鲜红的血液从手臂缓缓
流入透明的采血袋，想到自己的
血液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他感
到非常幸福。此后，陈少敏把无

偿献血当做一项事业坚持了下
来。每年6月12日和12月12日，
都是他献血的日子。

坚持六七年之后，陈少敏即
将到达可以参与无偿献血的年龄
上限，他有些着急，向血站工作人
员咨询后，得知献成分（血小板）
间隔时间短，而且优点多于献全
血。

从此，陈少敏每隔 14天总会
准时出现在市中心血站捐献成分
血，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自 2007年至今，陈少敏已经
坚持献全血13次，成分血113次，
折合捐献全血量 32400 毫升，相
当于7个成年人的血液总量。

陈少敏多次获得国家、省、市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银奖，以及
“九江市红十字十佳志愿服务队
员”“柴桑区首届身边好人”等荣
誉称号。

陈少敏不仅坚持献血，还牵
头成立了九江市柴桑区无偿献
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
队，在他的影响下，柴桑区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队
伍。

在陈少敏和队员们的共同努
力下，九江柴桑区无偿献血人数
和总量屡创新高，2018年造血干
细胞采样占全市总量的一半以
上，并实现柴桑区首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

本报讯（陈敏 章友）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90 后护士
小韦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宁波第 10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自 2003 年开展造血干细胞
工作至今，宁波市共有97位捐献
者（其中3人为2次捐献）实现捐
献，占全省捐献者总数的 18%。
目前，宁波市共有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11000余人。

多年来，宁波市红十字会始
终坚持以保护和挽救血液病患者
生命与健康为目标，通过不断优
化捐献环境、强化规范管理、提升
捐献服务等措施，推动造血干细
胞捐献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各
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多次获省
市慈善奖等荣誉称号。

宁波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宁波市、县两级先后出台《关

于加快发展红十字事业的意见》，
支持和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生
命关爱工作；各地得到财政及福
利彩票公益金支持，全部建立了
生命关爱专项资金，保障了捐献
工作有序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
等挽救他人生命的行为，作为具
有高尚道德品质的文明行为写入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
进一步倡导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
和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同
时，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本人享受
免费用血和省内“三免”政策，其
直系亲属享受优先优惠用血制
度；流动人口造血干细胞登记和
捐献，本人及配偶、父母、成年子
女均可获得积分落户加分等，让
捐献者及其家庭感受到了更多的
价值感和幸福感。

宁波市各级红十字会利用各
种社会褒奖平台，选树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典型，传递社会正能量。
目前宁波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
共有 10 人被评为“宁波好人”、5
人被评为“浙江好人”、4 人被评
为“中国好人”。每届“宁波慈善
奖”，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团体一直
位列其中，二次捐献者董平获第
三届“宁波慈善奖”和第四届“浙
江慈善奖”。

去年 4月 15日，宁波市第一
医院正式挂牌成立造血干细胞采
集爱心工作室，在家门口就能捐
献造血干细胞。

在全市红十字会系统的努力
下，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开始加
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行列。2006
年至 2011年，宁波市造血干细胞
捐献人数增长缓慢，2014 年以
来，捐献数量增长加速，尤其是最
近5年，共实现捐献59例。

宁波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00例

坚持献血12年，献血量相当于7个成年人血量

这位摩托车修理工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