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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河南省19岁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豫红）7月30日上午，只差一月

满 19岁的河南小伙瑞豪（化名）顺利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河南省第884例、全国第9968
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也是河
南省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昭通市红会推进捐献者缅怀园建设
本报讯（林辉平）7月21日，云南省昭通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雁一行
赴昭阳区大龙洞福安艺术陵园磋商人体器官
（遗体）捐献者缅怀园建设项目选址。2020
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支持云南省
建设两个人体器官（遗体）捐献者缅怀园项目
（昭通、普洱）。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宣
传普及器官和遗体捐献理念，推动昭通市人
体器官和遗体捐献工作。

六安市驻地官兵献热血
本报讯（卢余）7月31日，安徽省六安市

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赴空军某部驻地开展无
偿献血宣传和“八一”慰问活动，94名驻地官
兵参与献血，献血量达32800毫升。

张家港23岁女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沈雪婷）8月 4日，来自江苏省

张家港市的嘉仪（化名）在苏州进行了造血干
细胞采集，为一名33岁的白血病女子带来新
生，她也成为苏州市第 175例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

桐乡90后医生捐造血干细胞救人
本报讯（桐红）7月27日上午，浙江省桐

乡市30岁小伙小沈（化名）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远方一名血液病男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小
沈是一名基层医生，成为浙江省第 589例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西海岸新区红会开展无偿献血宣传
本报讯 （西红）近日，山东省青岛市西

海岸新区红十字会组织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和纳百川公益服务中心联合开展造血干细胞
捐献及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当日共有22名爱
心人士献血，18人参加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

大学生成武夷山市首例造干捐献者
本报讯（武红）7月27日，在福建省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和省肿瘤医院医护人员的见证
下，来自武夷学院的大学生周钰源在捐献同
意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于 7月 30日
完成捐献，成为福建省第265例，武夷山市首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三穗县护士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三红）7月30日上午，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中医医院护士小
李（化名）在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这些“生命火种”被送往四川，为一名血
液病患者带去生命的希望。李护士成为三穗
县第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峡江县80后夫妻携手登记器官捐献
本报讯（峡红）7月23日，就职于江西省

吉安市峡江县某事业单位的小陈和小陶夫妇
填写了《江西省遗体捐献志愿者登记表》，自
愿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夫妻俩表示，在以
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会积极传播红十字运动基
本知识，倡导“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

武义警察撸起袖子庆“八一”
本报讯 （谢晓艳）近日，浙江省金华市

武义县公安系统的干警们以“无偿献血”这种
特殊的方式献礼祖国。8 月 3 日，93 人献血
33000毫升；8月4日，71人献血23460毫升。

阿荣旗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阿红）7月16日上午，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红十字会在阿荣旗济
民医院和兴安镇卫生院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活动，24名爱心人士参与活动，加入中
华骨髓库。阿荣旗红十字会以此为契机，倡
议广大群众踊跃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队伍。

江宁开发区无偿献血党员先行
本报讯 （仇璟玥）8月 3日上午，一场主

题为“安全血液拯救生命”的无偿献血活动在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九龙湖拉开帷幕。该活动
由南京创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和南京
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发起，号
召公司党员争当献血先锋。活动获得园区企
业广大党员和普通职工积极响应。

横扇街道举办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朱莉）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市横扇街道开展 2020 年无偿献血活动。
片区12个村（社区）居民代表、21家企业及机
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等 177人无偿献血，
献血量达37800毫升。

■ 吴红

7月27日，《吴江“袖套奶奶”
做 180 副袖套赠公交司机》一文
登上学习强国，获得社会极大关
注。

热心的“袖套奶奶”名叫钮美
瑜，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红十
字会的捐遗登记志愿者。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钮奶奶在盛泽衡悦社区是出
了名的热心人。

不久前，钮美瑜把先前亲手
缝制的 180 副袖套，交到了吴江
公交二分公司（负责盛泽、震泽、
平望等地公交运营）一车队队长
蒋元杰的手上，并嘱托他分发给
车队的公交驾驶员们。

得知自己做的袖套大受欢
迎，钮美瑜索性给所有线路的驾

驶员师傅做起了袖套。她打听
过，盛泽镇大概有 250 名公交车
驾驶员，打算再做 80 副袖套，给
公交公司送去。

谈起为啥要为公交车驾驶员
做那么多袖套，钮美瑜说，她觉得
驾驶员师傅工作辛苦，想为他们
做点事。经常乘坐公交车的人都
知道，靠窗的座位太阳很晒，空调
对着的座位很冷。夏天，公交车
驾驶员穿着短袖，一直坐在靠窗
又对着空调的驾驶位上，他们需
要一双袖套防晒也保暖。

“人不能光顾着自己，不论贫
富，都可以为社会做点事。”钮美
瑜说。其实，这已经不是她第一
次做袖套送人了。早在疫情伊
始，钮美瑜就开始做袖套。她爱
打门球，她的球友、公寓水管改造
的工人师傅、公交车司机师傅等
都对她的手艺和热心啧啧称赞。

退休前，钮美瑜是吴江华生
纺织机械厂的员工，调试机器、
绘制图纸的活儿她都能一肩挑，
做几副袖套是小菜一碟。她的
手很巧，既会做衣服还会修电
器，补衣服、裁衣服，修洗衣机、
油烟机，只要是邻居有需要，她
从不推辞。

夫妻俩携手播撒爱心种子

钮美瑜奶奶的老伴儿王者兴
是盛泽二中的退休教师，自 1997
退休后，他和钮奶奶便热心社区
公益，奉献着自己的余热。

2008年，王者兴看到一档电
视节目，深受感触。“人死后到火
葬场一把火烧掉了什么也没有，
而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疗
事业，不仅可以救死扶伤、对医疗
研究作出贡献，还可节约国家的
土地资源，多好。”王者兴产生了

捐献遗体的想法，他与老伴钮美
瑜商量，决心双双捐献遗体。
2009 年 5 月 5 日，经遗体捐献志
愿者朱伟华的介绍，夫妻俩到吴
江区红十字会填写了《遗体捐献
志愿者登记表》，成为遗体捐献登
记志愿者。

2018年王者兴过世，成功捐
献了遗体。此后，钮奶奶依旧活
跃在社区，成为社区志愿者，在社
区里发光发热。

钮奶奶家里至今珍藏了大大
小小90余本荣誉证书，有教育先
进工作者，有优秀辅导员，有吴江
区“十大好夫妻”等等。其中，她
最看重的是苏州市红十字会发的

《志愿遗体捐献纪念证》。

感召更多人加入捐遗行列

一直以来，钮美瑜奶奶和老
伴儿将慈善作为自己生活方式

的精神，也不断感染着身边的
人。

2012年12月，80多岁的汪莲
珍老人了解到王者兴夫妇登记捐
献遗体的消息，便与女儿一起找
到王者兴了解情况。在王者兴的
宣传下，汪莲珍母女也加入了捐
献遗体行列。2014 年 1 月 11 完
成遗体捐献的姜家鼎老人是王者
兴的同事，他的捐遗行动也是受
到王者兴夫妇的影响下实现的。

受其感召，钮美瑜的母亲李
德贞于2014年9月成为遗体捐献
登记志愿者，当时她已经103岁，
成为苏州市年龄最大的遗体捐献
登记志愿者，感动了无数苏州市
民。

钮美瑜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行
列，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登上学习强国的“袖套奶奶”也是捐遗登记志愿者

她就爱为社会做点事

7月23日，在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协调员和家人见证下，赵荣
生老先生的家人签署捐献同意书，完成老先生生前夙愿，使其成为绍
兴文理学院医学院一名可敬的“大体老师”。 （郑耀）

为爱签字

7 月 29 日，来自北京市大兴
区的小伙康宁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成为北京市第 398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为让更多人了解造
血干细胞捐献相关信息，康宁用
日记将捐献过程记录了下来。

7月24日

距捐献造血干细胞还有 5
天。今天，我在北京市红十字会
捐献服务中心同志的带领下，来
到了空军总医院特色医学中心。
虽然疫情等级下调，但各项防疫
工作仍在严格进行，我首先做了
咽试子检测，又取了动员剂等药
品，与主治医生进行了会面沟通。
从明天起，我要进行为期 4 天的
动员剂注射。

为了让捐献者保持最好的身
体状态，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服
务中心的同志体贴入微。今天室
外温度已达 37 度，他们不辞辛
苦，早早到了医院，跑上跑下地为
我打好前站，在此向他们道一声

“辛苦啦”。

7月25日

今天是打动员剂第一天，早
上7点就醒了。在屋里做了做俯
卧撑和仰卧起坐，以保持良好的
精神状态。

注射动员剂时，医护人员告
诉我可能会有点儿疼，会尽量慢
一点儿、轻一点儿推药。从开始
到注射完大约不到一分钟，我没
有感到一丝疼痛和不适。

7月27日

今天是打动员剂第三天了。
昨晚，我终于体会到传说中的药
物反应，感觉后脊椎和腰部酸涨，
带有轻微酸痛，就像后背受风了
一样，还有点儿乏力，咳嗽或打喷
嚏时会有一点头晕的感觉。还
好，这些不适都很轻微。

早晨起床后，我依然坚持做
了一些热身运动，让身体保持最
佳状态。上午和下午，我还要各

打一针，然后就可以休息了。再
坚持两天就该捐献了，愿一切顺
利。

7月29日

今天上午，我正式接受造血
干细胞采集，过程很顺利。最大
的不适就是需要躺在病床上4个
多小时不能动弹。但是，想想我
的这点儿付出就能挽救一个人的
生命，真是太值了。祝愿那位血
液病患者早日康复。

下午，北京市红十字会和大
兴区红十字会的领导来慰问我，
还有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想
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也不是什么英雄，只是比别人幸
运而已，所以并没有什么可宣传
的。

我觉得要花更大力气去宣传
造血干细胞捐献这项公益事业，
毕竟我有这份幸运的机会去救助
别人，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响应
了、参与了，仅此而已。

记录捐献记录爱
——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日记

本报讯（粤红）7月31日，广
东省红十字会在广州市举办2020
年器官捐献协调员业务培训班，
来自全省21个地级市红十字会业
务骨干及红十字协调员、医院协
调员代表共68人参加培训。省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吴伟达
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开班动员。

吴伟达充分肯定了广东省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取得的成绩，分
析了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
对下一步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继续加

强法规制度建设；二是加强履职
保障；三是加强协调员队伍建设
和管理。

培训班邀请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与分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红十字会器官捐献首席
顾问陈忠华教授等多位器官捐献
与移植领域的专家授课。专家以
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的教授方
式，用案例和自身的经历分享器
官捐献工作经验。

培训现场，学员们踊跃发言
互动，课堂气氛活跃。学员们表

示，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了业务
素质和依法履职能力。

据悉，广东省 2019年器官捐
献例数 889 例，继续保持全国第
一。每一例成功捐献都饱含器官
捐献协调员的辛勤劳动。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开展器官捐献协调员年度考
核的有关通知要求标准，陈勇、陈
以贵、陈志海等10名协调员被评
为 2019年度广东省优秀协调员，
吴伟达向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并表
示诚挚祝贺。

广东省红会举办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班

■ 苍红

他叫李子忠，是浙江省温州市
苍南县一名普通外卖小哥，同行们
亲切地称呼他为“忠哥”。他曾不
分白天黑夜地辛勤工作，开着电动
车四处送外卖，只为支撑起一个
家。他也曾穿上志愿者的红马甲，
在疫情爆发时毫不犹豫加入防疫
队伍，只为让疫情早日结束。

2020 年 6 月，不幸来得猝不
及防。6月 3日，高温酷暑，李子
忠如往常一般马不停蹄地送着外
卖。途经灵溪镇仁英路与胜利路
交叉口时，一辆突如其来的电瓶
车将他撞飞。李子忠的妻子刘宋
秋火速赶到医院时，血肉模糊的
他躺在病床上，完全丧失了意识。

此后十余天，李子忠在重症
室内抢救，刘宋秋一直坐在病房
门口一刻不离，她怕哪个瞬间，这
个全家唯一的支柱离开这个世
界，给她留下一个破碎的家。但
噩耗还是来了，李子忠被宣告脑

死亡。
刘宋秋握着丈夫的手，悲

痛万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做出一个决定——将丈夫的
器官捐献出去，让他的生命以
另一种方式延续。刘宋秋坚定
地说：“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
但我想让儿子知道他的爸爸是
个伟大的人，他救了5个人。”

6 月 11 日，刘宋秋在温州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体器
官捐献调解员、亲属的见证下，
用颤抖的手签下了捐献确认登
记表，捐出丈夫的一对眼角膜、
一个肝脏、一对肾脏，用来挽救
5 个被病痛折磨的生命及家
庭。

为弘扬大爱善举，苍南县
红十字会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
的支持，为李子忠的家属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县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苏曦第一时间前往
李子忠家中慰问，向家属传递
社会各界的关怀。

他伟大，因为他救了5个人
——浙江省苍南县外卖小哥捐献器官侧记

本报讯 （大红）7 月 27 日，
辽宁省大连市红十字会接到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辽
宁分库一份“特殊”的通知，为救
助南非一名血液病患者，需紧急
采集一名外籍亲缘捐献者高分
血样，送往苏州中心血站 HLA
高分辨分型确认实验室。由于
捐献者不会说汉语，给采集工作
增加了难度。

大连市红十字会得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沟通市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指挥部，询问并掌握了疫
区管控措施；指派具有英语专业

能力的工作人员与供者进行沟
通，详细了解了其居住地位置、
出行方式、核酸检测情况等信
息，并与市血液中心就血样采集
工作进行了沟通。

7月29日晨，捐献者在大连
市红十字志愿者陪同下来到市
血液中心，经过测温、识码、消
毒、核对信息等环节后，顺利完
成了血样采集工作。市红十字
会第一时间将采集的血样寄送
苏州中心血站HLA高分辨分型
确认实验室。高效、安全、有序
的采集过程，得到了捐献者及其
他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和感谢。

南非一患者急需干细胞，大连市红十字会紧急行动

疫情挡不住爱心

本报讯（丰红）7月31日上午
11时，在江西省丰城市红十字会协
调员见证下，血友病患者小华（化
名）在南昌捐献一个肝脏和两个肾
脏，成为丰城市首例器官捐献者。

小华是血友病患者，因脑出
血于7月29日晚来到丰城市人民
医院急诊科抢救。入院时，小华
病情严重，已形成脑疝。医生向
其家属交代救治希望渺茫，基本

判定脑死亡。
悲痛之余，家属主动找到

接诊医生范飞艳，询问是否可
以捐献器官。“之所以做这个决
定，是我们觉得既然人死如灯
灭，不如让活着的人活得更
好。”小华的家属说。

目前，小华捐献的肝脏和
双侧肾脏被顺利移植，挽救了
3名患者的生命。

“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
江西省丰城市实现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南红）7月31日，福
建省南安市红十字会携洪梅镇政
府工作人员一行赴梅溪村村民、
肢残障碍人士陈志明家中，为他
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3年，陈志明患了股骨头
坏死，丧失了劳动能力。日前，根
据他本人的意愿，市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上门服务，帮助他签署福

建省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成
为南安市 2020 年第 10 位遗体
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陈志明说：“我现在一无所
有，只想在有生之年回馈社会。
我申请登记成为一名遗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希望在离世后，将
遗体捐给医学院，将有用的器
官捐献给有需要的患者。”

南安市红十字会为肢残障碍人士登记遗体捐献

特殊的他做了件有意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