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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福建两位青年携手捐献“生命种子”

本报讯（闽红）7月22日上午，福建省第
263例、厦门市第 91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小杨，和福建省第264例、厦门市第
92例非亲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洪清标，
同时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施造血干细
胞采集。这是福建省首次两人同时间在同家
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沈阳实现第4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李玲）8月 5日，辽宁省沈阳市
第 4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周先生在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采集造血干细胞，
挽救了一名3岁白血病患儿的生命。

杭州举办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湖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湖
滨街道红十字会、杭州市上城社会组织发展
基金会、生命之舟志愿服务队、杭州市上城区
晴雨公益服务中心在红十字爱馨驿站（湖滨
站）共同组织开展了“器官捐献 生命延续”宣
传活动。当天，共有 3人完成线上器官捐献
登记，68人现场咨询，发放宣传单 209份，27
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宣传。

青浦区红会慰问遗体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青红）近日，上海市青浦区红
十字会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遗体捐献
志愿者活动，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

区、街镇两级红十字会共计慰问遗体捐
献志愿者 388名，发放慰问品价值约 4万元；
慰问 90 周岁以上志愿者 15 名，发放慰问金
0.45万元。

黄山市4名捐献者获见义勇为表彰

本报讯（黄红）7月23日上午，中共安徽
省黄山市委政法委员会、黄山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召开“2019 年度全市见义勇为表彰大
会”。黄山市 4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获见义
勇为三等奖。

2019年9月17日，为进一步弘扬见义勇
为精神，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黄山市红十字会、黄山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
合发文通知，将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行为纳
入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范围。

池州大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池红）8月 7日，安徽卫生健康
职业学院学生马正文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这是安徽省池州市第 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安徽省第256例捐献，全国第10003例捐献。

太湖县县委书记慰问造干捐献者

本报讯（叶玲玲 胡治进）7月29日，安
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县委书记程志翔来到太湖
县第 3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王学平家
中，送上鲜花和慰问金，表示亲切慰问，为王
学平的大爱举动点赞。

乌兰察布市完成入库血样采集工作

本报讯（乌红）7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察布市各级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
各医疗机构的大力支持以及志愿者的踊跃参
与下，全市共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376人份，
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目标数的130％。

6月12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集宁区
红十字会率先启动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工
作，拉开了本年度采集工作的序幕。

太仓市“三献”志愿者入选“太仓好人”

本报讯 （金玲）日前，江苏省太仓市
2020年度第2期“太仓好人”发布仪式在市融
媒体中心综艺演播大厅举行。活动通过好人
事迹分享、现场对话交流等形式，展现了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的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
太仓市红十字会“三献”志愿者孙昌南成功入
选2020年第2期“太仓好人”。

正定机场工作人员捐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石红）7月27日，在河北省正定
机场工作的 95后青年小张在石家庄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陪同下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为远方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小张是
河北省阳光公益协会的志愿者，也是省红十
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大队志愿者。
他从2013年至今共参加无偿献血82次，并两
次获得无偿献血金奖。

峡江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陈连香）近日，江西省吉安市
峡江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32
名志愿者参加，献血量3200毫升。

利津县举办造干捐献集中采样活动

本报讯（李星林 董强）7月29日上午，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组织 2020 年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现场采样活动，完成
了 30例采样任务。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和
纪念品30余份，现场招募报名10余人。利津
县捐献志愿服务队2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截至目前，利津县已有 469 人加入中华
骨髓库，实现2例捐献。

本报讯 （邵青青）7 月 24
日，36岁的金质斌在浙江省中
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给
远方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点
燃了生的希望。他是浙江省第
588 例、黄岩区第 11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金质斌是黄岩区院桥中心
卫生院的一名外科医生，也是
一名党员。2011年，在一次造
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中，他
捐献了自己的血样，成为了一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20年初，金质斌接到了
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电，通
知他初配成功。当工作人员询
问他愿不愿意捐献时，金质斌
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

好事多磨，金质斌捐献造
血干细胞也一波三折。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

过，捐献骨髓很痛苦的，我担心
你身体吃不消。”妻子张阳阳对金
质斌的捐献行动十分担忧。“现在
技术进步了，不需要再从骨髓取
造血干细胞了，而是先把造血干
细胞动员到外周血，再从外周血
采集造血干细胞，没那么痛苦。
捐献之后，很快就会有新的细胞
产生，对身体没危害。”面对丈夫
的坚持和科普，妻子选择了理解
和支持。

金质斌先后经历了三次体
检，总是因一点点小问题不能达
标，轻微脂肪肝、血脂偏高、谷丙
转氨酶偏高……但他从没想过放
弃：“要是我放弃了，他可能就活
不下去了。”

整整两个月，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值夜班，金质斌每天坚持有
氧运动一小时，晴天在户外跑步，
雨天就在长廊快走。因为要减

脂，他的餐饮和家人不一样，需
要低油、低脂、低盐、低糖，家人
每天为他特制减脂餐。“管住嘴、
迈开腿”，凭着这六字箴言，金质
斌两个月瘦了整整 14 斤，他的
各项体检指标终于正常，达到捐
献要求。

金质斌身为一名医生，值夜
班是常事，但是熬夜会导致谷丙
转氨酶偏高，影响捐献。黄岩区
红十字会联系了院桥中心卫生
院，希望医院尽可能少给他排夜
班。院领导和科室同事们得知情
况后，非常支持他的捐献行动，尽
可能为他创造捐献的良好条件。

历尽波折后，金质斌终于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当被问到为
什么能坚持时，金质斌笑着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需要我的时
候，自然要冲锋在前，没有半途而
废的道理。”

■ 江红

8月7日上午，浙江省中医院
血液科病房的 1 号病床格外安
静。

经过 5 天的动员剂注射后，
周英终于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成为杭州市江干区第 14 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我有经验，让我上吧”

2019年10月，周英入职杭州
康馨康复医院，是一名重症监护
室（ICU）护士，年轻的她是同事
眼中的“热心肠”。

ICU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
休息时间尤为宝贵。2020 年春
节，家住江干区九堡街道的周英
在这个本该与家人团聚的节日期

间，主动向护士长提出留院值班。
“我家就在杭州，春节假期就

让离家远的同事们好好休息一
下，我来上班吧。”在万家灯火、阖
家团圆的新春佳节，周英依旧工
作在一线，用自己小小的身躯为
患者撑起一片安全护理的天。

岁末年初，荆楚大地突发新
冠疫情，急需医务人员支援。得
知医院正积极筹备援鄂医疗队
时，周英毫不犹豫地报名。她说：

“我有5年工作经验，也接受过感
染性疾病防护的专业培训，对重
症感染性疾病也比较有经验，让
我上吧。”家人虽然担心，最终还
是拗不过她，支持了她的决定。

但是，周英参加援鄂医疗队
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她坚毅的
眼神、坚定的信念仍给医院领导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 年前的
非典时期，他们还是被保护着的
孩子。如今，在新冠疫情阻击战
中，‘95后’俨然成了主力军。在
这一张张年轻而朝气蓬勃的脸
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那份时
代赋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95后“献血达人”

作为一名 95后年轻人，在出
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周英无
偿献血的次数已达到8次。从18
岁生日那天起，她就一直坚持每
年参加无偿献血。从捐献全血到
捐献成分血（血小板），年轻的她
拥有了同年龄女孩少有的一份荣
誉——一叠无偿献血证书。她还
相继荣获 2018、2019年献血奉献
奖。坚持做公益，让大家看到了

外表柔弱却依然坚强勇敢、乐于
助人的周英。

2017年的一天，周英按惯例
参加无偿献血。得知捐献 10 毫
升血样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能为饱受白血病魔折磨的患
者带去生的希望时，毅然加入“中
华骨髓库”。当天，她对家人说：

“虽然在茫茫人海中能有一个有
缘人和我配对成功的几率很低，
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会去坚
持，希望能帮到那个陌生的TA。”

配对成功！“我愿意”

2020 年 5 月，周英接到江干
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告
诉她一名白血病患者与她的血液
样本配对成功，期望她能及时捐
献造血干细胞。作为医务工作

者，周英理解患者的痛苦，她没有
丝毫犹豫地回应：“我愿意！”

完成预定的高分辨率采样、
体检程序后，周英为造血干细胞
做好了准备。作为父母的掌上明
珠，家人的担忧一直伴随着她，但
这个坚强的小姑娘用一个个成功
捐献案例成功说服了家人：“我是
医务人员，救人是我应该做的事
情，你们就放心吧！”父母拗不过
她，默默地支持着女儿的大爱义
举。她的行动也得到了医院的大
力支持，医院和护理部的领导、同
事们纷纷为她点赞。

普通而又不平凡的 95 后护
士周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最好诠
释了“白衣天使”的意义，为杭州
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
的色彩。

本报讯 （崔建）8 月 3 日上
午，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水口镇
村民戚红梅陪同父亲戚大明在县
红十字会填报了遗体（器官）捐献
书，并在得到母亲和大舅的委托
后，代替他们也签下了遗体（器
官）捐献书。

戚红梅年过 40，初中学历，
与丈夫一起经营一家建材小店。
2016 年，她就产生了捐献遗体
（器官）的想法。她说：“有时候，
我会想，人死后眼睛一闭就什么
也不知道了。捐献遗体（器官）可
以让患者解除痛苦，也可以让我
的生命得到延续。”捐献遗体的念
头，就这样埋在了霍红梅的心里。

2018年，戚红梅把遗体捐献
（器官）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开明
的父亲表示支持女儿的想法。

父亲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他们受到女儿义举的感悟，也

表示要和女儿一起登记捐献。
戚红梅的大舅霍成海是位

残疾五保老人，早些年就想在
百年之后捐献遗体器官，为国
家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今年的疫情和洪灾过后，
我越发觉得人的生命很脆弱，
登记捐献遗体器官的事情得抓
紧时间办。”在来安县红十字会
登记时，戚红梅说：“我希望死
后捐献器官给用得上的人，能
让他们更好地活着。同时，我
还想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我的家人也有和我一样的心
愿。”

2020 年，来安县已有 9 人
签订了遗体捐献书，成为遗体
捐献志愿者。多年来，累计有
56 人加入遗体（器官）捐献志
愿者行列，已有5人实现捐献。

本报讯 （临红）7月 9日，山
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红十字会微信
公众号发布临沭县造血干细胞血
样采集工作志愿者开始招募的信
息。10 日，临沭县融媒体、临沭
新闻发布同条信息，号召全县各
级各部门转发推送。这是县红十
字会创新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宣
传模式的一次尝试，呼吁更多的
爱心人士参与到造血干细胞捐献
队伍中来。

“往年都是发动政府机关工
作人员采集血样，层层派发任务，
容易导致志愿者积极性不足，悔
捐率高。”临沭县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工作负责人王曙光说：“县红
十字会大胆尝试利用新闻媒体和
网络媒介，争取打造一条媒体宣
传、捐献者现身说法、媒体再宣传
的循环传播之路，加强普通群众
对于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认
识，打消他们的顾虑，才能真正做
好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挽救更

多的生命。”
在临沭县红十字会公众号

发布的招募信息中，有实现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照片，
也有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
关知识。公众可以直观地看到
造血干细胞捐献对患者重获新
生的重大意义，以及捐献造血
干细胞是否对身体健康造成影
响的解答。

今年 31 岁的网友杨静报
名时提到：“我在你们公众号上
看见捐献者高雪梅的照片了，
她是我同事啊，她都能行，我也
能行！”

截至 7 月 22 日，临沭县红
十字会已接到电话或邮件咨询
117 人次，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报名人数 63人。多年来，临
沭县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
1200 人份，成功实现捐献 10
例。

■ 郑科源

7月27日下午，浙江省衢州
市及衢江区两级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代表来到衢江区高家镇，慰问
2020 年第 2 例器官捐献者海鹏
（化名）的家属。

海鹏今年 15岁，本应在这个
暑假好好享受初中毕业的快乐，
但突发的意外疾病无情地终止了
他的人生旅程。在第4次突发心
跳骤停后，因抢救无效，海鹏于 6
月24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姐姐的手机里珍藏着和弟弟
的合照，家里墙上最显眼的位置
挂着全家福。海鹏像是家里的

“小太阳”，在每一张照片中都留
下了温暖的笑容。

海鹏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
冬天为父母暖好被窝，夏天给爸
爸买拖鞋；不忍妈妈辛劳，每天主
动帮妈妈做晚饭……他的灿烂笑
容只能留在家人的记忆中。

学习上，海鹏从未因家庭
条件一般而落后于人。“我儿子
很喜欢看课外书，”海鹏妈妈说
着，指向一张靠墙的课桌，桌面
上整整齐齐堆着三大摞课外
书，“之前他的书堆得更高。他
看完了的我们都保存在这儿，
保持着原样。没看完的，就让
他一起带走了。我们知道，他
喜欢看书……”良好的学习习
惯，优秀的家风传承，让海鹏成
为了同龄孩子中的佼佼者。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善
良。“儿子很久之前跟我说，他
从电视上看到器官捐献可以帮
助好多人，给其他人带去生的
希望，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海鹏妈妈含着眼泪诉说，
谁也不曾想，这些话如此快地
成为了事实。海鹏带着生命的
遗憾离开，却为有需要的人捐
献了肝脏、肾脏、肺脏及眼组
织，留下了生的希望。

本报讯（石红）7月15日，
高荣祥又一次在手机上点击眼
库祭奠堂，告诉爱妻谌容华：

“你捐献的眼角膜，让两名眼疾
患者重见了光明，你的无私奉
献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许多人
的赞许。”

现年 58 岁的高荣祥是四
川省雅安市保安公司石棉县分
公司的一名保安。夫妻俩都是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妻子谌容华病故后，高荣祥和
家人共同为其实现了捐献意
愿。

“人死如灯熄，遗体火化后
啥也没有了，不如捐献出去，对
社会还有点贡献！”谈及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高荣祥说，早在

几年前，他许多患者因为等不到
器官而遗憾离世。从那以后，他
便萌生了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的
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妻子和
子女的支持。妻子谌容华想和他
一起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只是
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理人体器官
捐献登记。

2016 年，谌容华患脑梗、脑
萎缩，辗转多地救治。2019 年
底，高荣祥到石棉县红十字会求
助，恰遇有人填写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登记表。随后，高荣祥和
妻子双双做了登记，成为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20 年 4 月 9 日，谌容华病
危，高荣祥第一时间通知石棉县
红十字会。按照谌容华生前愿

望，在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
证下，医务人员进行了眼角膜摘
取手术，并将其遗体送至西南医
科大学。

高荣祥经常把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者荣誉证书带在身
边，利用与同学朋友交流的机会
拿出来“展示”，目的是借此宣传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他
经常表示，此举不仅是爱心奉献，
还能造福他人，延续生命，给子女
减轻负担，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己
的好事。

在高荣祥的宣传和带动下，
他的同学和朋友中已有4人决定
加入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队伍，其中两人已完成登记。

8月9日下午，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以骑
行的方式，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志愿服务。队员们从南大街献血点骑
行出发，沿途宣传，后又积极投入到采血现场服务工作。 （南红）

杭州未实现援鄂心愿的护士用另一种方式救人

帮助那个陌生的TA

献血骑士

此间少年满眼星 不存遗憾留温情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好少年捐献器官侧记

一家四口签下遗体捐献书

把“心动”变成“行动”
临沭县红会创新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见成效

妻子捐献遗体器官，实现最后的奉献

丈夫当起义务宣传员

我放弃了，他可能就活不了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医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