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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抚州实现第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抚红）8月 5日，江西省抚州市
乐安县护士陈燕捐献19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成为抚州市第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晋安区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晋红）近日，福建省福州市晋
安区鼓山镇医生陈冠宇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成为晋安区首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南京“三献”捐献者可获落户加分

本报讯（周健）日前，江苏省南京市人民
政府印发《南京市积分落户实施办法》，市红十
字“三献”捐献者被纳入积分落户加分对象。

晋中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张荣）近日，山西省晋中市红
十字会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六安志愿者赴肥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卢余）8月 7日，安徽省六安市
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电信六安分公司举办欢送
仪式，欢送志愿者冯贤瑞启程赴安徽省立医
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靖江5岁小朋友离世捐献遗体

本报讯 （靖红）日前，江苏省靖江市5岁
小朋友张天宇因病离世，其父母捐献他的遗体。

肥东母女共同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东红）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
东县市民王女士和读研的女儿一起来到县红
十字会，共同签订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表。

藤田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永红）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
县藤田镇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南安老人去世捐献遗体（角膜）

本报讯 （南红）日前，福建省南安市老
人黄笑治因病离世，家人无偿捐献其遗体和
角膜。

肇庆实现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肇红）近日，广东省肇庆市大
学生于永翔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肇庆
市第2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姑苏区实现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苏红）日前，江苏省苏州市姑
苏区红十字会志愿者倪石涛捐献210毫升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挽救1名患者的生命。

青浦区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青红）近日，上海市青浦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赴朱家角镇看望慰问青浦区
第2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超。

龙岩11名无偿献血者获表彰

本报讯 （龙红）近日，福建省龙岩市推
荐的 11 名无偿献血者入选福建省“百行百
名”热血党员荣誉称号。

景德镇“00”后大学生捐“髓”救人

本报讯 （景红）日前，江西省景德镇市
“00”后大学生宿晟昊捐献267毫升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成为景德镇市第 8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信都区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信红）近日，河北省邢台市信
都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
动，近百名志愿者参加。

徐州实现第10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徐红）日前,江苏省徐州市民张
瑞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徐州市第108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许河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杨玉明）近日,江苏省东台市许
河镇机关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327人
参与，献血量达109300毫升。

浦江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浦红）日前,浙江省金华市浦江
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
活动,共有31人参与，献血量达9420毫升，13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七都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潘丽晴）近日，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七都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135人参与，献血量达35600毫升。

盐都税务局机关工作人员踊跃献血

本报讯 （王金海）日前，江苏省盐城市
盐都区税务局组织开展“学党史、办实事”无
偿献血活动，共有25名机关工作人员参与。

庆城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本报讯（吉进县）近日,甘肃省庆阳市庆
城县医生为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救人。

长丰开展“三献”知识宣传

本报讯 （钱璐瑶）8月 5日，安徽省合肥
市长丰县红十字会走进造甲乡，开展“三献”
知识宣传和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活动。

贵池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方汇阳）近日，安徽省池州市
贵池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157人参与，献血量达32600毫升。

江西省萍乡市3名志愿者接连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小城大爱，一月三捷
■ 陈琴 李菁菁

火红的 7月，江西省萍乡市，
这个因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而闻
名的小城，以仅 180 万常住人口
的城市体量，历史性地实现了非
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单月3例的
突破。

11年后兑现“承诺”

7 月 16 日，来自萍乡市中心
血站的外采护士王莉俊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为素昧平生的患者
送去了生的希望。

“患者也许和我一样，父母年
事已高，孩子还小，一次捐献，挽
救的不仅是一名重症患者，更是
给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带去重生
的希望。”得知自己初筛成功这
时，王莉俊很高兴：“因为我知道
骨髓库配型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概
率，对于患者来说，可能就是十万
分之一的希望。”

11 年前，王莉俊留下血样，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时刻准备着
捐“髓”救人。作为一名长年奋战
在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事
业一线的血站工作者，她一直热

心公益事业，是萍乡市红十字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队、萍乡市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骨干队员。在萍乡
市中心血站工作的16年间，王莉
俊也屡次被授予“龚全珍式好护
士”“岗位技能标兵”“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同时，作为一名“80”
后共产党员，和平年代的初心与
担当在王莉俊身上得到很好的体
现，“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奖四星奖”“2015-
2016 年度全省无偿献血服务奖
三星奖”等荣誉是对她多年来默
默无闻热心献血的表彰。这个 7
月，王莉俊从一个经常动员他人
捐献、协助采集血样的工作人员，
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成功捐献的亲
历者，她的善举的引得广泛点赞，

“最美护士”实至名归。

红十字人无悔的选择

“是你把曙光和希望带给我
们，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你就是
孩子的再生父亲。千言万语汇成
一句话，感恩有你，也祝福您一生
平安……”这是一封来自白血病
患儿母亲的感谢信。7月 26 日，
这封沉甸甸的感谢被送往造血干

细胞采集室，在这里，萍乡市红十
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监事长李
悦历经 3 个多小时的采集，成功
捐献了 139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当天，这份“生命的种子”便
飞往了千里之外，被注射到了白
血病患儿体内。

红色初心铸就党员使命，红
十字精神指引红十字人的前进方
向。2018年末，刚刚步入而立之
年的李悦成为了红十字大家庭的
一员，在深入了解了“三献”相关
知识后，李悦开启了自己的无偿
献血之旅。

今年初，李悦加入中华骨髓
库刚满半年，配型成功的消息给
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为了能以
最好的状态捐献，他开始积极调
整生活作息、优化饮食习惯、加强
身体锻炼。随后，再动员、高分辨
配型、体检、采集，所有的流程也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能在建党 100 周年的
时候做这样一件好事，我感觉很
有意义。同时，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造血干细胞
捐献的意义，让更多人加入这个
队伍，挽救生命，奉献爱心。”

人民子弟兵为人民

“作为一名军人，守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我义不容辞。”这
是徐鹏作为一名现役军人在听到
自己与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后的回
答。

22 岁的徐鹏是上栗县武警
中队的一名，他有过多次献血经
历。今年的 8月 1日是他从英雄
城南昌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凯
旋的日子，“以实际行动帮助人民
群众，这就是我们军人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今天是我入伍以
来过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建军节。”
徐鹏说。

和平接替了战火，欢笑取代
了硝烟，不变的是在每一个危险
的时刻，“最可爱的人”总会第一
时间出现，用热血和生命冲锋陷
阵，只为换取人民的幸福安康。
徐鹏成为了萍乡市第 20 例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也是
全市捐献时年龄最小的志愿者。

一月三例，是偶尔更是必然

2019年，萍乡市红十字会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正式成

立，由江西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
龄最大纪录保持者、萍乡卫生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刘子龙担任队
长。在他的带领下，一群有情怀、
讲奉献、愿行动的志愿者在全市
范围内长期开展着造血干细胞捐
献知识普及、登记服务等志愿服
务活动，有效助推了萍乡市造血
干细胞捐献事业健康发展。多年
来，萍乡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始
终致力于做好每一例捐献服务、
讲好每一例捐献故事，让捐献者
更有使命感和获得感。经过长期
实践，萍乡市红十字会总结的“严
格入库筛选——建立良好沟通
——提供贴心服务——注重宣传
影响——凝聚各方力量”的“五步
工作法”，让萍乡工作站库容使用
率常年稳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萍乡市的造血干细
胞捐献氛围十分浓厚，群众参与
的热情越来越高，截至 2020 年
底，萍乡市共有 2985 人加入中
华骨髓库。截至 2021年上半年，
萍乡市今年已采集造血干细胞血
样近 700 份，这个数字也刷新了
历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并
自愿加入中华骨髓库。

爱心最美
8月12日，重庆市永川妇产医院开展“捐血助人展情怀，救死扶

伤践初心”献血活动，该院医务人员利用工作空隙纷纷来到献血车
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记、填表、化验采血，共有48人参与。
图为3名献过血的医务人员合影留念。

（陈仕川）

河南成立首支捐献造血干细胞企业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豫红）日前，河南

省红十字会在多氟多集团公司举
行“河南省红十字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服务大队多氟多服务队”
成立仪式，这是河南省红十字会
成立的首支捐献造血干细胞企业
志愿服务队。当天，336 名员工
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多氟多拥有良好的“三献”知
识宣传和捐献氛围。企业“明星”
任抗战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
细胞特别奖。 任抗战第一次无
偿献血是在 1998 年，那时，他还
是一名大三学生。此后，他几乎
每隔半年就要献一次血，目前已
经累计献血 1 万毫升。2003 年，
任抗战在焦作市区广场看到有人
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与妻子一
起登记成为焦作市首批加入中华
骨髓库的捐献志愿者。2007 年
12月，任抗战在河南省肿瘤医院

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19岁边
防战士带去重生的希望，成为河
南省第6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任抗战捐献后，在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多次举办造血干细胞
知识宣传活动，志愿捐献造血干
细胞已成为多氟多工会十件大事
之一。公司每次举办捐献志愿者
入库招募活动，工会都为新加入
的志愿者发放慰问品。捐献者到
郑州捐献前，公司都会举行欢送
会，送上鲜花和慰问金，并给予
15天的带薪假期。年终大会上，
公司对捐献者再次进行表彰。

13 年来，多氟多公司先后 8
次开展造血干细胞集体采样入库
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捐
献者人数达到 1360人，公司管理
层带头加入，15 人配型成功，13
人成功捐献，配型成功后再动员
同意率 100%。捐献造血干细胞
逐渐形成了以满腔热血救人于危
难的多氟多集团团队文化。

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00例
本报讯 （南红）日前，江苏

省南京市迎来了第 100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截至目前，南京市入库人数已
突破2.5万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与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率及

实现捐献的人数迅速增长。2018
年以来，实现捐献的总人数已接近
前15年的总和，党员占比近40%。

兄弟俩的爱心之约
安徽铜陵两兄弟相继捐献遗体角膜

本报讯 （马卫东）6年前，弟
弟捐出遗体器官，6年后，哥哥捐
出遗体角膜。近日，一对江姓兄
弟相继捐出遗体角膜之举，在安
徽省铜陵市传为佳话。

哥哥江前木退休前是一名水
利部门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农
村水利工作一线。2020年底，江
先生因患恶疾住院治疗。在其病
危之际，江先生多次向家人交代，
在其去世后捐出遗体角膜，完成
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心愿。

今年 8月 12日，江先生因病
医治无效离世。为帮助江先生实
现生前遗愿，其家人联系了铜陵
市红十字会，之后皖南医学院遗
体捐赠接收站工作人员和安徽省
眼角膜器官获取专家赶到铜陵
市，成功摘取了江先生的一对眼
角膜，帮助眼疾患者重获光明，其
遗体随即被运往皖南医学院遗体

捐赠接收站，用于医学教学与研
究。

“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说，人死
后就没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了，希望在他死后捐出遗体角膜，
最后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其子
说。

捐赠遗体角膜既是江先生的
遗愿，也是他与弟弟江迎春的一
个爱心约定。

2015年，江先生的弟弟因患
重症住院治疗。弟弟住院期间，
江先生常常陪伴在其身旁。得
知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弟
弟向江先生吐露了一个心愿，希
望去世后捐出遗体角膜，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江先生对此十分
赞同，并协助弟弟完成了遗体角
膜捐赠登记手续，同时与弟弟约
定，自己去世后也将捐出遗体角
膜。

身残志坚自食其力 捐赠遗体回馈社会
——记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陶楼镇高塘社区党员王化涛

■ 刘飞龙

7 月底，安徽省合肥市长丰
县陶楼镇高塘社区党员王化涛完
成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在
长丰县红十字会和陶楼镇镇村干
部的帮助下，正式签订了《遗体捐
献志愿书》，成为了一名遗体捐献
登记志愿者。

说起王化涛，在陶楼镇高塘
社区可谓是家喻户晓。他是高塘
社区东二组居民，1969 年 3 月出
生，1999年 7月入党。从 1998年
到 2013年，他一直在原高塘村委
会工作，担任妇女主任一职，后转
行办了一所驾校，日子过得挺红
火。但是 2015年，命运跟他开了
个天大的玩笑，因小脑萎缩导致
二级肢体残疾，他从此坐上了轮
椅。生病后，王化涛始终牢记党
员身份，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牢记
党员身份，心肠慈善、乐于助人，
在陶楼镇掀起了奋勇拼搏、助人
为乐的文明新风。

因病致残：“我可以照顾自己”

王化涛在村委会工作的 15
年间，工作踏实、为人和善，深受
领导、同事和群众的喜爱。“王化
涛干工作，勤快实干有方法，起早

摸黑是常有的事。”高塘社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叶良忠说。

由于村干部收入较低，两个
孩子上学花销较大，家庭收入长
期入不敷出，王化涛于 2013年转
行办起了驾校。收入增加了，日
子也逐步有了好转，但是好景不
长，2015 年，王化涛因小脑萎缩
病情加重，无法正常行走，只能
依靠轮椅。“我虽然身体二级残
疾，但是我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养
活自己。”王化涛说，再三考虑，
自己决定在家开个小卖部。虽
然收入不高，但是王化涛付出了
很大的心思去打理，“自食其力，
我 不 想 成 为 家 人 和 社 会 的 负
担。”

不忘初心：“我应该多做贡献”

生病后，王化涛的时间变多
了，平时通过手机、电视以及与他
人聊天，看到、听到一些家庭出现
了变故，他总是扼腕叹息。

多年来，他自己通过“水滴
筹”捐款、托儿子或他人转捐等形
式，捐了近万元。“见不得别人苦，
他是宁愿自己苦一点，也不能看
到听到其他人的苦。”高塘社区群
众对王化涛竖起大拇指。汶川地
震时，他主动缴纳特殊党费；2020

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又
捐了 3000 元特殊党费。“我们知
道他也不容易，去年疫情期间，劝
他不要捐那么多，他却多次到社
区来，要求捐款。”叶良忠回忆道。

“我是一名党员，在祖国遇到
危难之时，我有义务为国家做一
丝贡献。”王化涛说：“我这辈没有
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
有做过大贡献，就想能够为国家
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遗体捐赠：“我想帮助更多人”

“2015年他就有了遗体捐赠
的想法。”王化涛妻子沈冬梅说，
今年过完年，他的这种想法更加
强烈。王化涛说服了妻子和儿
女，但是苦于不知道遗体捐赠的
程序和要求，于是便联系了高塘
社区的干部，后经对接联系，长丰
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上门为其办
理了志愿书签订。

签完字，按完手印，王化涛
心情激动：“终于完成了这个心
愿！”他还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
国》：“我希望我的遗体能够为国
家医疗事业和更多有需要的病
人提供帮助，也希望通过我的实
际行动唤起遗体捐赠的文明新
风。”

援“豫”归来采样忙
本报讯 （李忠花）“他叫李

会滨，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也是
特战救援队的主力队员，人很专
业，能吃苦，前些天去河南救援
了。”特战救援队队长指着一个正
在采集血样的小伙子说。

近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
县红十字会组织的 2021 年度造
血干细胞集中采样中，特战、雷
霆等救援队队员成为采样主力，2
小时 60 份血样顺利采集完成。
这批队员和李会滨一样，前些天
还忙碌在河南的救援现场。

7 月，河南暴雨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心，特战救援队迅速集结，
通过县红十字会加强与河南当地
应急部门对接，自备救生艇等救

援物资第一时间赶赴救援地，河
南省郑州市、新乡市等地都留下
了他们积极救援的身影。同时，
蓝枫、雷霆救援队积极参与救援
物资运送、灾后消杀等工作。

这次集中采样，共有 23名救
援队队员报名，他们撸起袖子采
集血样的样子，和在现场救援一
样认真。此外，救援队员还常年
参与无偿鲜血，在他们的积极带
动下，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
样采集活动圆满完成。

“捐献也是一种救援，只是救
援的方式不一样，都是为了给他
人带去希望，作为一名救援队队
员、红十字志愿者，义不容辞。”李
会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