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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张淑会 孟德涛

6 月 24 日上午，在河北医科
大学遗体捐献中心告别厅，一场
简单而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后，
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专
栏主笔储瑞耕先生实现了生前愿
望，他的遗体捐献给河北医科大
学用于教学研究，他的眼角膜将
给一名眼疾患者带去光明。

6 月 22 日下午，储瑞耕因病
在石家庄去世，享年 75 岁。23
日，家人遵照他的遗愿，联系河北
省红十字眼库和河北医科大学红
十字遗体捐献中心，为储先生办
理了角膜和遗体捐献手续。

储瑞耕是我国当代著名杂文
评论家、新闻工作者，医生笔耕不
辍，业绩辉煌。他是我国第一家

《杂文报》的创始人，中国新闻名
专栏《河北日报》“杨柳青”专栏
20年的主笔，曾获中国新闻界最
高奖“韬奋奖”和“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被

誉为“社会良心”，50 年来，储瑞
耕发表评论、杂文、随笔、散文、新
闻、通讯、小说、论文、网络时评等
各类作品 4000 余篇，撰写、主编
著作多部。

储瑞耕还是遗体捐献（包括
眼角膜捐献）长期而坚决的主张
者。“一部有价值的人生奋斗史，
是不应当有句号的。即使走到肉
体生命的终点，我们精神的和事
业的生命仍然不会完结，仍然要
发光。”这是储瑞耕 1995年 3月 6
日日记里的一句话。2012 年 5
月，他在捐献遗体志愿书上郑重
地签下了名字。

多年来，储瑞耕通过演讲、写
博客、发评论、参加集会等多种方
式宣传遗体捐献，积极推动这一
利他、利众、利后人的高尚生命活
动，向更广、更深、更大范围发展。
在河北省红十字会、河北医科大
学开展的遗体捐献纪念活动中，
他多次作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发
言，鼓舞了一大批医学生与社会

人士。
“储瑞耕先生离开了我们，但

他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温暖，是
前行的力量。”河北医科大学红十
字遗体捐献接受中心有关负责人
介绍，遗体捐献是红十字精神的
具体体现，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进步有极大推动作用，对个人
而言，不仅是高尚人格的体现，也
是一种对自身、对社会乃至对自
然的一种科学态度和价值观。

据了解，2016年由河北省红
十字会牵头，联合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大学医学院、沧州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承德医学院、华北理工
大学、河北北方学院等省内 6 家
医学院校组成遗体捐献接受联
盟，制定了《遗体捐献接受工作管
理暂行办法》，使遗体捐献步入了
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今年以来，河北省已接受捐
献遗体48例，累计接受捐献遗体
390 余例，为医学教学和科学研
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 余红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活
跃着一支充满爱心的队伍——无
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宣传志愿服
务队，队员们既是无偿献血者，又
是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宣传、
动员志愿者。

这支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
余杭区各个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
胞宣传活动现场，一年服务 260
余场次，累计动员造血干细胞入
库人数400余人。

陆雪贤：志愿服务队里的“大侠”

性格豪爽的陆雪贤被队员们
称为“大侠”。

“大侠”的志愿服务生涯缘于
无偿献血。2000年，刚参加工作
时，他第一次参加了无偿献血。
到杭州工作后，他经常到血液中
心献成分血，期间适逢浙江省无
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侠”
成为首批注册志愿者之一。

2014年12月，“大侠”与一名
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次年 4
月，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我
的初心从未改变过，配型成功非
常不易，捐献造血干细胞对我来

说只是扎针之痛，对患者来说却
是重生的希望”。

对于“大侠”来说，捐献造血
干细胞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身为浙江省以及余杭区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骨干、余杭区
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宣传志愿
服务队队长，他的多数时间都用
来在线参加宣传、陪护、宣讲、护
送等志愿服务。

“大侠”还获得过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铜奖、银奖、金奖。

陆红星：百余次献血，坚持初心

2002 年 2 月，陆红星在武林
广场献血点第一次参加无偿献
血。此前他对献血有颇多顾虑，
总听别人说献血不好，会晕血、会
上瘾等等。

这次亲身经历，彻底打消了
他的担心，从那之后他一直坚持
无偿献血至今。

十几年来，陆红星已经献血
155次，献血总量达 6.51万毫升，
已五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奖。

陆红星说：“只要我身体条件
允许，无偿献血这件事，我会一直
坚持做下去，给更多人带去希

望。”
陆红星还是浙江省无偿献血

余杭服务队队长、余杭区无偿献
血暨造血干细胞宣传志愿服务队
副队长。

魏水珍：为拯救生命贡献力量

魏水珍今年 70岁，是志愿服
务队的老队员，也是余杭区造血
干细胞捐献流动采集站的发起
人。

2016 年 4 月，余杭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就如何普及造血干细
胞捐献知识，找到了魏水珍。

深思熟虑之后，魏水珍结合
志愿服务队特色提出，“在流动献
血车上，把造血干细胞入库和无
偿献血采血一起完成，实现入库

‘零距离’”。她说：“我的年龄已
经不能加入中华骨髓库了，我希
望能换种方式，为造血干细胞捐
献事业出一份力。”

在魏水珍带领下，志愿服务
队队员们在进行无偿献血服务的
同时，主动增加造血干细胞捐献
知识的宣传和动员。

4 年来，造血干细胞捐献流
动采集站已成为余杭区红十字会
的品牌服务点，累计入库人数

400余人。

韩爱平：幸福是能帮助别人

韩爱平是志愿服务队的老队
员，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看
到新闻报道灾区伤者需要大量血
液后，她捐献了200毫升血液，这
是她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

之后连续多年，每隔 26 天，
韩爱平都会乘坐4个小时的公交
车，去省血液中心献成分血。

韩爱平成了余杭区献成分血
的“领头羊”，先后获得全国无偿
献血金奖、浙江省无偿献血奉献
奖等多项荣誉。

如今已经退休的韩爱平因年
龄原因无法继续献血，她说：“很
遗憾没有机会加入中华骨髓库，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让更多参与
无偿献血的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
髓库，挽救更多血液病患者。幸
福，是能帮助别人。”

蒋建英：爱在儿时萌芽

蒋建英和翁馨仪母女俩都是
无偿献血志愿者。

蒋建英还是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获得者，在她的动员和
鼓励下，她的爱人、亲朋好友以及

单位的同事也都加入到无偿献血
队伍。

在妈妈的影响下，女儿翁馨
仪刚满 18 周岁时就开始参加无
偿献血。截至今年 4月 23日，翁
馨仪已献血21次，献血总量6300
毫升，和妈妈一样，女儿也获得了
浙江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书。

翁馨仪目前是一名大四学
生，大二时加入志愿服务队，成为
队伍里年龄最小的一名志愿者。

成为志愿服务队队员后，每
逢节假日放假回家，她总会积极
报名参加志愿服务。如今，在余
杭区的各个献血点上，经常能看
到他们一家三口忙碌的身影。

朱建丽、朱小利：奉献中收获快乐

朱小利和朱建丽是姐妹俩。
妹妹朱建丽是献血达人，连

续献血多年；姐姐朱小利几次参
加献血，都因身体状况没有成功。
2014 年，朱建丽成为志愿者后，
带着姐姐加入了志愿服务队。

姐妹俩经常一起为大型献血
活动做志愿服务。姐妹俩都说：

“在奉献爱心的同时，我们收获了
满满的正能量，收获了满满的好
心情。”

致敬“平凡英雄”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宣传志愿服务队群像

他的人生没有“句号”
著名杂文评论家储瑞耕离世捐献遗体和眼角膜，续写大爱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驻水磨沟区南湖
南路片区管委会宁峰社区“访惠聚”工作队组织志愿者来到南湖路

“爱心献血屋”，向市民宣传无偿献血相关知识，并为无偿献血者提供
帮助。活动中，过往市民纷纷走进献血屋，参与无偿献血。

（孙振嵩 曹力尹）

为爱“举手”

本报讯 （郭燕）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十字会联合包
钢医院举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
务月宣传活动，35名市民登记成
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1年，包头市成为自治区

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试点城
市。截至目前，该市已有近
600名市民办理了捐献登记手
续，实现捐献眼角膜 42 枚，捐
献器官 39 人，捐献肝脏、肾脏
119例，捐献遗体50例。

本报讯 （张磊）38岁的郑玉
朝是江苏省高邮市应急管理局的
一名工作人员，从2004年至今，他
坚持参加无偿献血，先后获得3次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1次银
奖，1次江苏省无偿献血奉献奖。

2004年，郑玉朝退伍回到家
乡后，第一次走上献血车。他说：

“奉献爱心，帮助别人是人民子弟
兵应有的情怀，通过献血救助他
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2005 年 6 月，郑玉朝加入中
华骨髓库。

2012年 9月 28日，郑玉朝接
到高邮市红十字会的电话，一名
白血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希望
采集血液进行高分辨配型。他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捐献，遗憾的是，
因为患者病情恶化，这次捐献没
有实现。

郑玉朝说，每次接到血站发
来“血液合格”和“你的血液已用
于临床”的信息，都有一种参与拯
救生命的满足感，“这是财富、荣

誉所不能取代的”。
从 2004年至今，郑玉朝共

献全血 6次，累计献血 2000 毫
升，机采成分血 39 次，累计 72
个治疗量。17年来，他先后获
得3次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1 次银奖，1 次江苏省无偿
献血奉献奖。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献
血知识，郑玉朝还和血站工作
人员一起走进社区、乡村，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科普献血知识，
做献血队伍中爱心的践行者、
奉献者和守护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血站
库存告急，郑玉朝在收到扬州市
中心血站“征召令”短信后，一早
便赶到高邮血站，第 44次捐献
了机采成分血（血小板）。

郑玉朝常说：“等因为年龄
原因不能再献血了，我会转换
角色，成为一名无偿献血宣传
志愿者，向更多人科普无偿献
血知识。”

本报讯 （张妍）“我也是刚
刚当爸爸，更加不忍心让别的父
母伤心，希望患者早日康复。”近
日，安徽省合肥市90后的小谢捐
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液病患
儿带去重生的希望。

早在 2014年，小谢就曾与一
名患者配型成功，在高分辨检测、
体检顺利通过后，却因为患者身
体状况，没有完成最后的捐献。
小谢说：“感觉很可惜，也为患者
感到难过。没想到6年后我再次

配型成功，觉得很欣慰，算是弥
补了上次的遗憾。”

捐献前，小谢的母亲也在
住院。小谢的儿子刚满 8 个
月，妻子说：“我们也身为父母，
能够体会患者父母的心情，能
帮助别人的事就要尽量做，家
里你不用担心。”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采集，
小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
为合肥市第 61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本报讯 （李文春）近日，陕
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十字会被榆
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榆林市红
十字会、榆林市无偿献血管理办
公室授予“榆林市 2018-2019 年
度无偿献血先进单位”。

近年来，靖边县红十字会高

度重视无偿献血工作，切实把无
偿献血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程。
春节期间组织动员全县机关企事
业单位开展团体献血活动，按月
组织开展临时采血活动，每年定
期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及
表彰奖励等活动；充分利用网络、

新闻、报纸等各类媒体，广泛开展
无偿献血宣传教育活动，让“献血
可优先用血，用血必先献血”成为
一种社会自觉，全县无偿献血量
占临床用血量的平均比例达到
100%；切实做好无偿献血的组
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推进无
偿献血工作稳步开展，为保障全
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西红）近日，北京
市西城区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
长李异率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志愿者到中国人寿北京市分公司
西直门营销区部，看望慰问西城
区第2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感
谢捐献者无私奉献、传递大爱的
崇高善举。

该名捐献者于 2018 年 12 月
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 4 月中旬
实现捐献，成为西城区第 20 例、
北京市第 38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西城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柴丽敏为捐献者颁发
了感谢状，西城区红十字会“牵手
希望”志愿服务队队长常向明为

他送上鲜花，表达对捐献者的
敬意。

捐献者表示，自己每年都
会参加无偿献血，很荣幸能实
现造血干细胞捐献，挽救一个
生命，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参与
更多爱心活动。

李异表示，造血干细胞捐
献是一项社会工程，他呼吁通
过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感人事
迹的宣传，使全社会更多地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重要意
义，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
法和程序，打消顾虑、凝聚爱
心、增强勇气、汇聚正能量，让
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挽救
更多生命。

西城红会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退伍军人坚持无偿献血17年

合肥年轻父亲捐献“生命种子”

包头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靖边县红会获无偿献血先进集体称号

南昌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喻佳兵）近日，江西省南昌市

南昌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南昌县
委常委杨志文，副县长、县红十字会会长伍曦
参与献血活动并走访慰问无偿献血者。全县
40余个单位 199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近
5.24万毫升，13位献血者采集血样加入中华
骨髓库。

庄浪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胡平）近日，甘肃省平凉市庄

浪县红十字会、县卫生健康局和平凉市中心
血站联合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今年1月
至 5月，该县无偿献血人数达 800余人次，献
血总量超25万毫升。

临河区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临红）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巴

彦淖尔市临河区红十字会向社会发出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倡议书，共有70名符合条件的志
愿者进行了血样采集。

龙港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苏英君）近日，辽宁省葫芦岛

市龙港区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招募活动。活动中，共有65人参与
无偿献血，献血量 1.76 万毫升，18 人加入中
华骨髓库。

太谷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太红）近日，山西省晋中市太

谷区红十字会举办无偿献血宣传活动，组织
红十字志愿者及医务志愿者向群众发放无偿
献血宣传资料。为避免人员聚集，区红十字
会在区卫生系统微信公众号开展了以“安全
血液 拯救生命”为主题的线上宣传活动。

鄂州市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杨俊）近日，湖北省鄂州市中

心血站联合官柳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赴葛店经
济开发区开展无偿献血及“爱心+勇气=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活
动共采集全血2万余毫升。

海安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陆海容）近日，江苏省海安市

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举办无偿献血活动，
当日上午共采集血液 141 人次，总量 49350
毫升，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

唐山市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唐红）近日，河北省红十字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支队唐山市大队在唐山抗震
纪念碑广场献血采集点，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现场20名志愿者献血6800毫升。

青白江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青红）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青

白江区红十字会在城市森林和谐广场爱心献
血屋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向市民群众发
放《无偿献血倡议书》《应急救护手册》《造血
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流程》等宣传资料，讲
解献血相关知识，同时还开展了心肺复苏现
场体验、遗体和人体器官以及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活动。

黎川县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黎红）近日，江西省抚州市黎

川县红十字会联合人民医院、日峰社区、前步
社区在人民医院共同举办“2020年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服务月”活动，普及遗体与人体器官
捐献相关知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

肥西县开展县直机关团体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鹏飞）近日，安徽省合肥市

肥西县开展为期3天的县直机关团体预约献
血活动。全县100多家县直机关单位组织职
工参加，1172人参与献血，总献血量 30.49万
毫升。

东阳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东红）近日，浙江省东阳市红

十字会联合东阳市中心血库、东阳市红十字
志愿服务总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当
天，共有125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4.52万
毫升，另有4人参与了成分血捐献。

江宁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蒋丽）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在麒麟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230人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近 7.89万毫升，完
成造血干细胞采样7例。

云霄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云红）近日，福建省漳州市云

霄县红十字会联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
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
群众普及献血常识，活动中共有 16人献血，
献血量5200毫升。

遂川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遂红）近日，江西省吉安市遂

川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生健康委举办无偿献
血活动。活动中，大汾镇红十字会80余名会
员积极参加献血。

福山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福红）近日，山东省烟台市福

山区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
活动，福山红色爱心之家志愿者服务队参与
活动，福山区益善德志愿服务中心组织部分
志愿者集体参加了献血。活动中，共有82人
参加献血，献血量2.97万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