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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西安市红会开展“三献”宣传
本报讯（西红）7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

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党支部举办党日活动，
在急救员培训中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
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18名
群众自愿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吉安市红会举办器捐工作培训班
本报讯（吉红）7月28日上午，江西省吉

安市红十字会举办全市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工作培训班。来自吉安市有关医院及全市
13个县（市、区）红十字会、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等180余名代表参加培训。

青浦区召开造干捐献工作会议
本报讯（青红）7月23日，上海市青浦区

红十字会召开 2020 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会议。会议总结了 2019 年全区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情况，部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分享
了捐献体会。会议明确了今年的目标任务，
努力推进青浦区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上新台
阶。

梁平区红会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李羡权）7月31日，重庆市梁平

区红十字会副会长郑平一行4人来到梁山街
道北池社区，看望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蒲良
培的家属，并送去 1000元慰问金和牛奶、食
用油等慰问品。

昭通实现造干捐献者免费乘客运
本报讯（昭红）7月24日起，居住在云南

省昭通市且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人
士，可免费乘坐昭交集团运营的客运车辆一
年。期间，捐献者可免费乘坐昭交集团所属
的“云C开头牌照”客运车辆，且不受乘坐次
数和省内和班线限制。

九江14岁少年离世后捐献器官
本报讯（洪永林）7月28日，江西省九江

市柴桑区一名因车祸不幸去世的 14岁少年
小翔（化名），捐献了一肝两肾和一双眼角膜，
让素不相识的3人重获新生，另有4人重见光
明。

宁都县完成年内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张岚）7月30日凌晨2时42分，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 2020 年第一例器官捐
献者在县人民医院捐献一肝两肾。

浦口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何勇）7月14日，江苏省南京市

浦口区红十字会在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中，共有 210人参
与献血，总献血量近6.44万毫升，实现造血干
细胞采样9例。

宜丰县民警献血庆“八一”
本报讯 （邹杰峰）8月 1日，江西省宜春

市宜丰县公安局潭山派出所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民警们用参加无偿献血的方式献礼八
一，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去帮助真
正需要的人。

马鞍山实现今年第5例造干捐献
本报讯 （马红）近日，安徽省马鞍山市

造干捐献志愿者戈帆在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该市今年第 5位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甘垛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甘红）近日，江苏省高邮市甘

垛镇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
胞捐献采样活动。活动中，共有 220人成功
献血，献血总量 6.6万毫升，22人加入中华骨
髓。

新乡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新红）近日，河南省新乡市志

愿者张志良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该市
第31例、全省第88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金山区招募造干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黄雪婷）7月15日上午，上海市

金山区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
动，共有33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和林县招募造干志愿捐献者
本报讯 （石雅琼）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红十字会在县蒙中医
院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集中采集活动，共采
集到31个造血干细胞血样。

乌后旗红会举办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乌红）7月30日上午，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组织志
愿者参与2020年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5名红
十字志愿者报名参与，12名志愿者成功捐献
血液共4800毫升。

■ 孙启孟 钟尚蕾

7 月 28 日，山东省青岛市公
交集团市南巴士公司 26 路线驾
驶员崔恩良，驾驶着“恩良号”捐
献造血干细胞主题宣传车，从公
交宁夏路停车场缓缓驶出。车上
载有 30 多位青岛市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车下是众多将焦点锁定
他的镜头。

今年 50 岁的崔恩良露出幸
福的笑容，兴奋地说，这是他一生
中最荣耀的时刻，比起个人生活
中的“小幸福”，更多了一份因“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大幸福”。
此后，他将和同事每天驾驶着“恩
良号”捐献造血干细胞主题宣传
车行驶在26路公交线路上，为青
岛街头添一份流动的公益风景
线。

30多位捐“髓”英雄助力起航

7 月 28 日上午，青岛市委宣
传部、青岛市红十字会、青岛公交
集团联合举行“髓缘大爱 一路
相伴”——青岛市“恩良号”捐献
造血干细胞主题宣传车启用仪
式。这辆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命
名的主题宣传公交车，除了正常

的公交线路运营功能，还将承担
着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的宣传任
务，感召更多人加入这一公益事
业，为生命续航。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
国红十字志愿者……”青岛市 30
余位已成功实施捐献的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来到活动现场，讲述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亲身经历及感人
故事，集体宣誓成为造血干细胞
捐献宣传员，呼吁并带动广大市
民结下“髓”缘，积极参与捐献造
血干细胞活动，为众多患者带来
生命的希望。

“恩良号”车体围绕造血干细
胞主题进行了设计喷绘，配有崔
恩良个人照片，车内配备有报纸、
文化扇、宣传手册等捐献造血干
细胞相关材料，并设展板展示青
岛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照片和
事迹。

“乘车时，乘客可通过扫描车
厢内的中国造血干细胞资料库二
维码，登录官方网站了解造血干
细胞捐献知识及登记捐献流程，
已入库志愿者也可以登录网站查
询、更新个人资料，确认捐献意
愿。”崔恩良介绍。此外，爱心企
业青岛悟空智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捐赠价值 2 万余元的 AED 设
备和急救箱，将“恩良号”的公益
服务领域拓宽。

活动结束后，崔恩良和同事
驾驶着这辆载有 30 余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的公交车游览了小青
岛景区。大家在雕塑园九月天使
雕塑前，聆听了小九月捐献器官
的故事。

为生命续航是最幸福的事

崔恩良年轻时在工厂当工
人，2008 年成为公交车驾驶员，
12 年来一直驾驶 26 路公交车。

“他老实、本分、憨厚，待人热情友
善，愿意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好同
事。”和崔恩良搭班的 26 路公交
车驾驶员金红说。

2010年，崔恩良在参加无偿
献血时，看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征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了
解完相关信息后他报了名。“没想
太多，就觉得多了一种帮助别人
的方式。”崔恩良说。刚成为志愿
者的时候，天天盼着有电话打过
来，但一直没能得到消息。时间
长了，这个念想就慢慢淡了下来。

2019年11月，一通电话让崔
恩良想起了往事。“对方是红十字

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与一位患者
配型成功，问我是否愿意捐献造
血干细胞。”简单的几句话却让他
心跳加速，没等对方说完，他就回
答了“我愿意”三个字。经仔细
询问，他了解到捐献者不仅需要
各项数据指标与患者契合，还要
具备较好的身体素质，一次普通
的感冒都可能影响最终捐献。为
此，年满 50 岁的他开始坚持锻
炼，半个月瘦了8斤，把身体调整
到了最佳状态。

“带着幸福去救人，家人也都
很支持我，7 岁的女儿还传纸条
鼓励我，为了他人生命的续航而
出发。”崔恩良脸上洋溢着欣慰
的笑容。2020年 6月 18日，崔恩
良实现了捐献，成为青岛市第 9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收获公交车驾驶员最高荣誉

“捐献造血干细胞对我来说
是毕生难忘的回忆，我真切地感
受到患者对生命的渴望，也体会
到了帮助别人的振奋与喜悦。”崔
恩良介绍，捐献结束返青后，经由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转交，他收到
了一封受捐者女儿的来信，信的
内容让他深受触动。

“她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
机会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尽她
所能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崔
恩良说，这封信让他坚定了致力
于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工作的决
心，他希望能利用好“恩良号”这
一流动的宣传平台，通过层层传
递，不断扩大爱心辐射范围和实
际效应。

“崔恩良同志以无私大爱挽
救他人生命的举动，展现了新时
代青岛巴士人勇于担当、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的精神风貌，为社会
带来积极影响。”为此，青岛市委
宣传部、青岛市红十字会和青岛
公交集团，决定以他的名字为主
题宣传车命名。青岛公交集团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邢昌友表示，
多年来，青岛公交集团万名员工
组织参与敬老助残、爱心义卖、困
难帮扶等各类公益活动，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探索服务边界，将

“幸福公交”延伸到社会。“恩良
号”作为第一辆捐献造血干细胞
主题宣传车，将聚焦造血干细胞
捐献过程、捐献细节及相关政策
进行重点宣传，这是青岛公交在
公益领域推进创新服务迈出的重
要一步。

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车走上青岛街头，成传播城市大爱亮丽名片

一路“髓”缘，“恩良号”出发

8月1日，重庆市血液中心永川分中心流动采血车驶进武警重庆
市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执勤一大队执勤一中队营区，开展“军民鱼水
情，血浓情更浓”八一建军节献血活动。官兵们以无偿献血的方式，
致敬“八一”建军节。 （陈仕川）

致敬“八一”建军节

■ 鹏红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第三人
民医院，一辆载有一颗珍贵救命
心脏的救护车急速驶出，赶往宝
安机场。途中，救护车因堵车受
阻，深圳交警出动铁骑开路。最
终，这颗心脏顺利抵达郑州，移植
到生命垂危患者体内。

多年来，这样的爱心故事在
深圳经常发生，器官捐献已成为
这座城市的文明标签。

病逝女孩遗体捐给母校

5 月 18 日，毕业于深圳大学
的女生小李又回到了她心心念念
的校园。跟其他学生不一样的
是，这次返校是她生命的最后一
站。

长期生病卧床的小李因医治
无效当天离世。在深圳市红十字
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她
实现了最后的心愿，将遗体捐给
母校。

小李读中学时，被确诊为脑
部神经纤维瘤。但她一直勤奋学

习，2005年考上深圳大学。在校
期间，她边学习、边治疗，还多次
获得最高额奖学金。

不幸的是，2014 年，小李的
病情逐渐恶化，渐渐丧失了行动、
听力和语言能力。最后的日子
里，她决定身后捐献器官。

“深圳是座有爱心的城市，我
们在这里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没
有什么回报的，女儿的这个遗愿
我们很支持。”小李的父亲说。

老人登记捐出全部器官

6月2日，钱老先生来到深圳
市红十字会，一进门就掏出户口
本，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我把
户口转到深圳了，我可以来登记
捐献器官了！”

据了解，钱老先生夫妻从教
师岗位退休后，来到深圳和女儿
一起生活。“我们在深圳生活了十
几年，经常可以看到有器官捐献
的新闻，到处都有鼓励器官捐献
的广告。随着年岁渐长，我们老
两口也产生了要去登记捐献的想
法。”为了捐献登记，老两口专门

回湖北老家将户口迁到深圳。
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钱老先生认真地填写
了《器官捐献志愿书》，并郑重签
下自己的名字。

“也不知道以后哪些器官能
用，能用的都捐了。”在志愿书上，
钱老先生勾选了“捐献全部器
官”。

器官捐献理念深入人心

据深圳市红十字会统计，自
1999 年深圳大学老师向春梅女
士捐献眼角膜至今，深圳累计有
1151 人身后捐献眼角膜，483 人
捐献遗体，484 人捐献了多个器
官，让数千名失明患者和器官衰
竭患者重获新生，器官捐献理念
在深圳市民中已深入人心。

在市文明办举办的两届“深
圳人引以为豪的公共文明行为”
社会评选活动中，器官捐献都位
列其中。器官捐献业已成为深圳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

鹏城大爱暖人心
——广东省深圳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侧记

本报讯 （葛润苏）近日，江
苏省南京市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向溧水区红十字会颁发
感谢状，以表彰区红十字会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组织
社会各界力量参加无偿献血应急
保障工作，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作出的贡献。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无

偿献血人数大幅减少，血库库存
急剧下降。溧水区红十字会积极
组织开展无偿献血系列活动，号
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爱心人士，在身体健康和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加入到无
偿献血行列，并对献血流程进行
科学设计，方便献血者错峰出行，
减少人员聚集。

区红十字会举办的“战疫情、
献爱心”系列无偿献血活动累计
献血 2091人次，献血量达 60.152
万毫升。在南京市区疫情防控期
间溧水区人均献血占比第一，献
血总量排名第二。

溧水区红会疫情期间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 张承欢

近日，一场没有遗体、只有遗
像的告别仪式在江苏省常熟市古
里镇思亲堂举行，悼念常熟首位
同时实现遗体和器官捐献的志愿
者张利红。

张利红今年46岁。26年前，
她不幸罹患肾病。由于病情不断
恶化，她每周有 3 天要去医院进
行血液透析。

生活的坎坷没有击倒张利
红，坚强的她比身边人更乐观。
2005年，张利红向家人表达了想
要捐献遗体的愿望。她生前常
说：“我怎么会患上这样的病？我
死后要把遗体捐给医院好好研
究，为其他病人延续生命。”

2019 年 7 月，张利红带着女
儿到常熟市红十字会正式办理了

遗体捐献手续。
2020 年 7月 14日下午，张

利红突发脑干出血，被送往常
熟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因
常年患病，出血量大，出血速
度快，她病情危重。经全力抢
救，最终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亲友们强忍失去亲人的巨大
悲痛，决定帮她实现捐献遗体
的愿望，并同意捐献她的部分
器官。

张利红的奉献将挽救两人
生命，并帮助两人重见光明。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选择奉
献所有。

截至目前，常熟市已有遗
体捐献39例，器官捐献6例，角
膜捐献 8 例，报名捐献遗体志
愿者达610人。

本报讯 （乔煜青）“您好，这
里是吴江区红十字会，您是我们
造血干细胞的入库志愿者，这边
对您进行一个回访……”7 月 28
日下午，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
十字志愿者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保留”项目，对入库的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进行电话回
访。

自 2017年起，吴江区红十字
会每年组织志愿者开展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保留”项目，对入
库志愿者进行回访，进一步确认

捐献意愿，同时对造血干细胞
知识进行答疑解惑，以提高入
库质量，增强志愿者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近年来，吴江区红十字会
通过组织开展定期回访、走访
慰问、志愿者联谊、重要纪念日
宣传普及等活动，让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捐髓救人的重要意
义。目前，全区已有 15人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有 2244名志
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 孙雯

“尽管现在我还没有成为一
名真正的医生，但可以通过捐献
造血干细胞挽救他人的生命，我
一定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7月
28 日，张家港市大学生小宁（化
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
19 岁嗜血细胞综合征患者送去
生命的曙光。

上午 9 时左右，造血干细胞
采集开始，历时近5个小时，小宁
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救命
的“生命种子”立即送往重庆，移

植到患者体内。
出生于 1999 年的小宁成

为张家港市第19例、2020年第
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
张家港市及苏州市年龄最小的
捐献者。

当天上午，小宁收到了一
封来自受捐者父亲的亲笔信。
信中写道：“谢谢你给我儿子
新的生命，给我们家带来了全
新的希望……祝好心的你永
远健康！”小宁非常感动：“我
是独生子女，捐献以后好像冥
冥之中多了一个弟弟，感觉很
有缘分，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从此有了
血脉联结。

自 2002年以来，张家港市
大力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目前累计申请加入中华骨
髓库的志愿者已近 2500名，实
现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已有
19 例，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4
例。

倾听爱的回响
吴江区红十字会开展“志愿者保留”项目

最后时刻她奉献所有
——记常熟市遗体器官捐献者张利红

同样青春，别样精彩
张家港市女大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