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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利津退役军人登记捐献角膜

本报讯 （利红）近日，山东省东营市利
津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陈庄镇熙瑞豪庭
小区，为退伍军人王守吉办理了角膜捐献登
记，并为其颁发了荣誉证书。

临沂红会看望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 （沂红）9月 3日，山东省临沂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万
连华家中，对他捐献救人的大爱义举表示慰
问，并向其发放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慰问金。

金东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徐春梅 许晓喻）近日，浙江省
金华市金东区红十字会联合金华市中心血站
开展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共有62人参与献血，献血量达21400毫升，18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瑞金实现今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张岚）9月 7日，江西省瑞金市
2021 年第 1 例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一肝一
肾，挽救2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河北实现第53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冀红）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志
愿者吕帅成功捐献24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成为河北省第53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甘肃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本报讯 （甘红）近日，来自甘肃省基层
的杨医生，经过初筛、再动员、高分辨、体检等
流程，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番禺区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本报讯 （番红）日前，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中心血站体采科主任劳丽嫦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广东省第1150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青海实现第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青红）近日，青海省志愿者花
筝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青海省第 45
例、全国第1166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丰县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李明响）近日，江苏省徐州市
丰县红十字会在中心血站持续开展造血干细
胞血样采集活动。今年以来，全县共87人加
入中华骨髓库。

张家港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张红）日前，江苏省张家港市
凤凰镇湖滨社区开展“爱心相‘髓’”无偿献
血、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活动，共有136人参
与，献血量达38500毫升。

靖江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省靖江市红
十字会联合靖江市和谐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
了“血脉相连，心手相牵”无偿献血活动。

长丰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庐红）日前，安徽省合肥市长
丰县无偿献血领导小组、县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800余名干部职工参
与，601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165630毫升。

溧水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葛润苏）9 月 2 日至 3 日，江苏
省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联合溧水区人民医
院、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组织开展“战疫情、
献爱心”无偿献血专题活动，共有 314 人参
与，成功献血 291人，献血量达 78700毫升；8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灌云“90后”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夏兴俭 周杨 卞小敏）日前，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90 后”小伙崔浩冉
成功捐献 16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给一
名3岁大的白血病患儿送去生的希望。

内蒙古实现第11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蒙红）日前，来自内蒙古科尔
沁的女孩商佳丽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内蒙古自治区第11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倾情服务暖人心 传递生命新希望
——记江苏省无锡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

■ 锡红

江苏省无锡市有这样一支志
愿服务队，他们重点围绕造血干
细胞知识宣传、登记咨询、回访筛
选、上门动员等内容，开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活动，成长
为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伍。

用无限耐心严把捐献入库关

“我本人是 2005年捐献的造
血干细胞，虽然过去这么长时间，
但身体没有任何异样。科学研究
也证明捐献不会对健康造成影
响，关键的是您要坚定个人意愿
和争取家人的支持。”

在无锡市红十字会赈济救
护部的办公室，时常会传出这样

亲切的话语和专业的解读，它们
来自无锡市第 5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王经。她最经常做
的，就是造血干细胞捐献报名工
作后的重要环节——“静思期”
后回访。

顾名思义，“静思期”后回访
是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报名志愿者
血样检测及信息数据入库前，进
一步确认志愿者捐献意愿，提升
库容质量的有效方法，在这一步
骤中，工作人员通过回访，甄别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报名入库的
动机，强化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科普，降低造血干细胞捐献后续
工作中志愿者的流失率。

用严格筛选提高库容有效率

“0809、0857、0871保留！”

“0858作废！”
无锡市中心血站的服务区

里，忙碌的志愿者们核对血样的
声音此起彼伏，一排排造血干细
胞捐献报名的血样逐一被整理，
有序插放在检测平板上。这是造
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最不起眼但是
非常重要的一环——筛选报名血
样。

“经过前期的电话回访，将意
志坚定且身体健康的志愿者筛选
出来，并将他们已经采好的血样
挑选出来送检。”志愿服务队里的
王经和孙艳已经是筛选血样的

“熟手”了，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很快就将今年 6 月份的血样
按照前期回访的情况整理结束。
在这个环节，通过志愿者们的专
业操作，保留合格血样，进一步提

高了库容的有效率。

用倾情服务提升捐献满意度

“采集您的这 8至 10毫升的
血，要去和患者做一次 HLA（人
类白细胞抗原）高分辨匹配，只有
高度吻合了，才有可能进行捐前
体检。”

来自志愿服务队的张涛，也
是无锡市第 45 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他正在耐心地给一位初配
成功且愿意捐献的志愿者介绍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流程。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流程复杂，
专业性强，从初配成功后动员到
捐后回访等繁琐工作，仅依靠各
级红十字会来完成，力量仍显薄
弱。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

队的成立改善了这一情况。自
2019年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从
陪同工作人员上门动员志愿者
捐献，到高分辨采血陪同，再到
捐后的随访，队员们的身影无处
不在。

“经历过造血干细胞捐献，我
感觉自己对造血干细胞的整个捐
献流程还是有一定专业的了解，
而用我们自身的经历来为很多犹
豫的志愿者鼓劲、加油，我觉得特
别开心！”无锡市第 29 例造血干
细胞成功捐献者诸海燕说。现年
50岁的她热衷于公益活动，平常
总是活跃在乡村舞台，为老百姓
送去优秀的锡剧作品，每次遇到
工作人员“求助”，她总是积极主
动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
打消捐献者的顾虑。

余少舫（1875—1936），祖籍江苏省
常州市，曾任国民政府浙江於潜（今临
安）、桐乡、绍兴诸县知事，瓯海县道尹。
回常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地方办电
厂、自来水厂、救火会、育婴堂等公共事
业投资出力，与庄蕴宽、庄启等人共同
发起建设西公墓，并亲任救济院长。离
世后，余少舫志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
剖研究，这一倡导科学文明、促进社会
进步、在常州开风气之先的义举，在常
武地区产生了很大反响。

1936年10月17日的《申报》，以《常

州余少舫逝世剖验》为题，报道了常州
遗体捐献第一人余少舫的事迹（见上
图）。

在余少舫的影响下，余氏后人也致
力于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1994年余
少舫旅居美国的大女儿余毓英为常州
市社会福利院捐款、捐物。同年余的胞
侄、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台湾报业
巨子余纪忠为回馈乡里，造福桑梓，设
立华英文教基金会，用于奖励家乡优秀
师生，对促进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起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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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南志愿者在18岁生日后相约登记捐献造血干细胞

送自己一份最好的成人礼

以我初心 向党告白
——宁夏第82例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特殊入党申请书

■ 李茹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
日子，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挽救血
液病患者的初心。我向党组织郑
重递交入党申请书：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生命至上，为爱捐
献。”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志愿
者小李在疫情期间，坚守捐献承
诺，用自己的大爱之心为患者送
去生的希望，成为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第 11772 例、宁

夏第 8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返回时，他受到中卫市红十字会、
中宁县红十字会以及捐献者所在
单位的热烈欢迎。

小李向前来迎接的工作单位
党委副书记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这份来自捐献一线的入党申
请书，朴实无华、情真意切，表达
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积
极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决心在特
殊时期经受考验的愿望。

有着 13 次无偿献血经历的
“90 后”小李积极阳光、乐于助

人。2014年，他在一次献血时通
过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期
待有机会能实现挽救患者的夙
愿。

今年 3 月，小李得知国内一
位血液病患者与他的造血干细胞
初配成功，朴实善良的他没有丝
毫犹豫欣然同意捐献。经过高分
辨、体检等一系列筛查环节，小李
完全符合捐献条件。就在等待捐
献的倒计时阶段，患者由于身体
原因需要治疗，暂缓捐献，小李依
然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经过近 3

个月的等待，捐献流程终于得以
继续进行。

可就在患者已进入无菌仓开
始预处理“清髓”初期，突如其来
的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
情在多地出现。小李坚定地说：

“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危机时
刻，总是共产党员冲在最前线，不
顾个人安危，最大限度保护人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要以他
们为榜样，逆行而上，兑现我的生
命诺言。”在家人和单位的支持
下，小李义无反顾地踏上挽救生

命的旅程。宝贵的“生命种子”从
他鲜红的血液中分离出来，由专
差连夜护送到移植医院输入患者
体内。

完成捐献后，小李收到了一
份珍贵的礼物——一封来自患者
家人的感谢信，“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妻子患白血病以来使原本
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感谢您挽
救了我妻子和我的家庭，使孩子
没有失去妈妈，我们要培养孩子
们长大后像您一样做个有大爱的
人”。

本报讯 （陈玉琴）近日，安
徽省淮南市一群刚满 18 岁的红
十字志愿者相约在他们服务的献
血屋，以献血和留下造血干细胞
血样的方式给自己送了一份特殊
的成人礼。

每年暑期是采血和造血干细
胞捐献采样的淡季，但也是淮南
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的又一个高
潮，许多淮南籍的大学生和刚参
加完高考的准大学生，会通过“以
老带新”的方式到红十字会做暑
期志愿服务。

今年开学读大二的宋欣瑶和
周宪骏都是去年暑期的“老”志愿
者，当时还不满18岁。

宋欣瑶就是其中之一。她去
年在“老志愿者”——姐姐杨婧的
影响下，高考一结束就报名参加
志愿服务了。当时，她很羡慕姐
姐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能实
现献血和留取造血干细胞捐献血
样。于是，今年暑期一开始，她就
信心满满地又来了，因为自己快
到18岁了，她很期待这个特别的
日子。

朱屠越是在自己的姑姑——
淮南市第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程茜的影响下来做志愿者的。姑
姑捐献的事早早就在她心中扎下
了根，她一直把程茜当作榜样，希
望能像她一样有朝一日挽救生命。

周宪骏的妈妈也是一名志愿

者，很早就给他讲过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事情。

今年这三名青年志愿者一到
岗就互相约定，等大家都满18岁，
在暑期志愿服务结束前一定要结
伴献血留样，实现自己的心愿。

8 月底的一天，结束了当天
的志愿服务，几个小伙伴先后熟
练地自己填表、验血，淡定地坐上
采血椅伸出了胳膊。虽然是第一
次献血，但没有丝毫害怕和犹豫，
谈笑风生，其他小伙伴在旁边跟
他们聊天、帮着拍照留念，也祝贺
他们终于完成了心愿。

采完血，手捧献血证、留样
证，这些青年人免不了有些兴奋，
互相交流着感受。朱屠越很是骄
傲地为自己点赞，她说可以回去
向姑姑报告了，自己成了奉献热
血的接班人。宋欣瑶也欣慰地
说，可以和姐姐比肩了。

他们的热情带动了另一名同
样刚满 18 岁的大学生周志雯。
她原本是陪父亲一起来献血的，
被这群同龄的小伙伴动员和感
染，当即加入了捐献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的队伍，队伍又壮大了，几
个伙伴很是自豪，他们相约下一
个假期还在这里相见。

没有鲜花、没有蛋糕、没有宴
会、没有生日歌，但这份礼物是这
些年轻人觉得自己收到最好的、
最值得纪念的成人礼。

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