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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建邺区红会开展入库采集活动
本报讯 （建红）8 月 26 日及 27 日上

午，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红十字会联合区
卫健委分别在建邺区南苑街道二楼会议
室、双闸街道三楼报告厅开展无偿献血志
愿者及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入库集
中采集活动。来自全区 6个街道的 150余
名志愿者填写捐献申请表，成功采集造血
干细胞血样48份。

九江少女捐器官延续3人生命
本报讯（洪永林）8月26日，在江西省

九江市红十字会和武宁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人体器官捐献调解员、亲属的共同见证
下，13 岁的少女小湘（化名）完成器官捐
献。小湘的一肝双肾，给 3位器官衰竭者
带去延续生命的希望。2020年，九江市已
成功实现了13例器官捐献。

张家港市无偿献血近社区
本报讯（孙雯）8月25日上午，江苏省

张家港市凤凰镇在湖滨社区开展“爱心相
‘髓’”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活
动，来自机关和企业爱心捐献者们积极参
与，用点滴热血守护他人的生命安全。

活动当天，红十字志愿者除了为大家
解答献血相关疑问，还为捐献者们普及造
血干细胞捐献、血小板捐献、人道救助等相
关知识。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有 9名捐献
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献血量达 53200
毫升。

东营区新添一对夫妻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刘旖晗）8月27日下午，胜利

油田某单位的刘先生和妻子姜女士来到山
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表达了夫妻
两人一起签署捐献申请的意愿。

刘先生说：“我们一直想着要来签署捐
献，家里人也都很支持，百年后，我们也能
为社会做点贡献。”在选择“捐献意愿”时，
他们毫不犹豫地在两份申请书上选择了

“角膜、遗体、器官”。最后，刘先生和姜女
士在捐献申请书上庄重地签下名字，并互
为彼此地执行人。

刘先生夫妻成为东营区第 117位、118
位签署捐献遗体（角膜）器官的志愿者。

太仓实现今年第二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李海舟）近日，家住江苏省

太仓市的王阿姨（化名）在出门买菜途中，
不幸被车撞倒，导致颅脑损伤严重。王阿
姨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亦未能转危为安，
陷入脑死亡状态。家属怀着万分悲痛的心
情致电太仓市红十字会，一致同意将王阿
姨的部分器官捐献给需要移植的患者，给
他们带去生的希望。

8月 20日，在经过严格和规范的评估
后，王阿姨被推入手术室，实施器官捐献手
术。她的善举可以挽救3人的生命。

王阿姨是一名党员，也是个乐善好施、
勤奋实在的人。退休前，她曾获得过“三八
红旗手”的荣誉称号，人缘和口碑都很好。
她的家属考虑到她一生爱奉献、善待人的
性格，为她做了这个崇高的决定，将她生命
最后的爱心留在这个世界。

乐陵汇聚热血力量
本报讯（马春铭）8月 27日上午 9时，

山东省乐陵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委统战部组
织市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全体会员和会员
单位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50 余人参
加活动。

吴桥县红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吴红）8月25日，山东省沧州

市吴桥县红十字会在沧州市吴桥县县艺术
中心广场启动 2020 年机关事业单位无偿
献血及造血干细胞血样集中采集活动。活
动当天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共有248人献血
成功，累计献血量53600毫升，采集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血样 44份。此次活动将持续
到9月4日。

柯桥区湖塘街道开展无偿献血
本报讯 （柯红）近日，浙江省绍兴市

柯桥区湖塘街道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共计 171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
为52615毫升，3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南浔镇开展七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陆晓芬）8月25日，浙江省湖

州市南浔区南浔镇红十字会联合镇卫健办
以“七夕无偿献血 爱与浪漫同在”为主
题，在辽西村组织无偿献血活动暨造血干
细胞捐献宣传动员活动。现场100余名党
员群众踊跃参加献血，成功献血 72人次，
总献血量 14550 毫升，发放造血干细胞知
识宣传手册100余份。

活动中，红十字志愿者们通过拉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展板等形式，向参与的
党员、群众及过往居民宣传无偿献血和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意义。通过面对面地交
流，消除大家对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疑惑，让更多的群众认知、认可、参与
到活动中来。

■ 新红

8 月 25 日是传统节日“七
夕”，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各种

“秀恩爱”刷屏。今年 34 岁的章
辉却在妻子的见证下，过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七夕”——捐献造血
干细胞，为素不相识的患者带去
了“生命的种子”。

章辉成为新昌县第 4 例、浙
江省第595例、全国第10108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常年献血只做“小”事

8 月 25 日上午，在浙江省中
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血液
沿着橡胶管从章辉的胳膊中缓缓
流出，经过采集器分离出干细胞
后，又缓缓流回他的另一只手臂。
在长达 4 个小时的时间内，章辉
始终维持着同一姿势，他知道，他
的每一滴血液中都蕴含着一份生

的希望。
章辉是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

的一名辅警，也是李安志愿服务
队的一名队员。他 2006 年 12 月
参军入伍，于 2011年 12月退伍，
多年的军旅生涯也在他身上留下
了坚毅的气质。

“我是从 2007 年开始献血
的，每年至少捐一次。”提及自己
的献血历程，章辉表示，献血已经
成为了他的习惯，家人也对他的
行为表示支持。

“我第一次献血是因为好奇，
就想做点好事。”起初，章辉也是
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捐赠了 200
毫升血液，这并未给他的身体带
来任何的不适，所以在之后的十
几年的捐献中他都选择每次捐献
400 毫升，想尽己所能更多地帮
助有需要的人。他回新昌工作后
的 8年间，献血量达到了 2400毫
升。

毫不动摇如期赴“捐”

6 年前，章辉在献血时了解
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后，当即填写
登记表，并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
骨髓库。

一晃五年过去了。2019年 2
月，新昌县红十字会收到初筛通
知，并与章辉取得联系，安排他进
行高分辨检测，结果合格。4月，
章辉成功通过了体检，但在体检
结果保留的 3 个月内，因患者病
情变化原因未能安排捐献。2019
年 7 月初，章辉再次接到体检通
知，并顺利通过体检。可惜，再次
因为患者的原因，终止了捐献程
序。

2020 年 5 月，章辉再次接到
县红十字会电话，有一名患者通
过中华骨髓库和他匹配上了，而
且点位匹配数较多，可以最大限
度减少患者的排异反应，询问他

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得知
情况后，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我
愿意为患者捐献！”

“作为他的另一半，我肯定支
持他，特别是知道捐献造血干细
胞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感到特
别自豪，也给孩子树立了一个好
榜样。”7月底，经体检合格，章辉
进入待捐状态，章辉的妻子徐珊
珊一开始面对从未接触过的造血
干细胞的捐献也有一些担忧，但
在得知配型成功的消息后，详细
了解了造血干细胞的知识，消除
了顾虑，最终决定支持丈夫捐献。

学习英雄感悟奉献

7至8月正值工作繁忙期，为
了最大限度确保捐献顺利完成，
章辉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合理饮
食，确保身体保持最好状态。

8 月 21 日，章辉赶赴杭州入
院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做最后准

备。为了能让体内的造血干细胞
陆续进入外周血液，方便进一步
分离采样，他接连4天、每天两次
接受动员剂注射。

“非血缘关系之间的造血干
细胞适配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例
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新
昌县红十字会赈济救护科科长陈
良玉说，造血干细胞捐献不仅给
患者绝望的心又重新燃起希望之
光，更充分地展示“人道、博爱、奉
献”精神。

8 月 25 日，捐献完成后的章
辉非常欣慰：“这次顺利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不仅实现了我拯救
生命的愿望，也让我对生命多了
一份理解和尊重。”同时，章辉也
呼吁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尽自己的
一份力，加入造血干细胞捐赠志
愿者队伍，将生命和爱的火种传
递下去。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80后青年“七夕”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陌生的Ta点燃生命希望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医院住院部一楼大厅里，一群医务
工作者撸起袖子，伸出手臂，用热血为生命助力。受疫情影响，街头
献血人数显著下降，临床用血日益紧张，医务工作者再次用实际行
动，为健康加油，为战“疫”助力。 （王丹丹）

为生命助力

■ 吴芸 刘攀攀

现年 56岁的钟耿平，是浙江
省舟山市定海区海滨公园一位保
洁工人。从业以来，他奋不顾身
跳海救人近10次，成功劝阻10余
名轻生者，多次被授予市级“见义
勇为二等功”，获第五届浙江省道
德模范、省优秀“城市美容师”、

“最美舟山人”、第六届市道德模
范特别奖等荣誉称号。

“跳海救人是一种本能”

8 月 17 日下午，钟耿平正顶
着烈日清扫落叶，身上的衣衫已
被汗水浸透。

“我记得有一年天也是这么
热，有个女孩从海边跳了下去。”
钟耿平回忆，那是一位24岁的湖
南女孩，她父亲患病急需几十万
元的医药费，女孩凑不够救命钱
一时冲动轻生。

钟耿平跟着跳下海救起女
孩，并劝导安慰她。“我对她说，我
这里有一点存款，借给你爸爸看
病。”钟耿平的举动让女孩感动不
已，重拾了生活的信心。最终，女
孩没有接受钟耿平的帮助，两人
却由此结缘。

“女孩后来去了广州，连着三
年每逢中秋节，回定海看望我。”
钟耿平说，他心疼女孩来回路上
折腾，女孩才改为逢年过节发条
信息问候，这份恩情一直记在她
的心底。

“天气热还吃得消，冬天海水
是真的冷啊。”多次跳海救人经历
中，钟耿平的腿脚被沙石刮伤过、
手机进水损坏过，还被冰冷的海
水冻得发高烧……但他丝毫不后
悔自己的选择，“跳海救人是一种
本能，你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
条鲜活的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能帮一点是一点”

钟耿平跳海救人的英勇事迹
被人熟知后，各级党委、政府给予
了他许多荣誉。笔者采访中得知
荣誉背后还有更暖心的故事。

2017 年，钟耿平将获得的 1
万元奖金送到了区慈善总会。

“当时工作人员还劝我，金额太
大，奉献爱心要量力而为，我坚
持把钱放下就走了。”钟耿平笑
着说。去年，钟耿平在电视上看
到城东街道桔园北区有位 14 岁
的小姑娘在生活上遇到了困境，
他又捐献出了 5000元。今年初，

钟耿平拿出 3000 元现金包了 6
个红包，送给环卫所里生活相对
困难的环卫工人。疫情期间，钟
耿平又通过区慈善总会捐了 500
元……

“我们家以前也有过苦日子，
现在生活慢慢好起来，想略尽绵
薄之力，能帮一点是一点。”钟耿
平说，对于爱心捐献这件事，妻子
和女儿都很支持他。

“器官救人，一起活着”

“生病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
事情，会让一个家庭陷入绝望。”
在多次跳海救人中，钟耿平发现，
那些轻生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
家人或自己生病了。去年，钟耿
平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遗体器官
捐献者的感人事迹，于是萌发了
器官捐献的想法。

2019 年 7 月 5 日，钟耿平走
进定海区红十字会，在工作人员
详细解答后，毫不犹豫地在遗体
器官捐献登记表上写下了自己的
名字。“今后我若不在了，如果能
用我的眼角膜给别人带去光明，
用我的器官去救人，就让他们带
着我一起活着。”钟耿平说。

奋不顾身跳海救人近10次，参与捐献将爱心传递

环卫工人是位平民英雄

本报讯（蒋家政）8月26日，
为期两天的“科普三献知识，践
行文明实践”主题宣传活动在江
苏省句容市东门社区肖杆村拉开
帷幕。

肖杆村是句容市红十字会结
对共建单位，共有270余户居民。
市红十字会以科普“三献”知识为
切入点，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红十字志愿
者等近30人组成宣传队，深入肖
杆村进行宣传。

两天内，肖杆村 270 多户居
民家中都留下了志愿者们的足
迹，志愿者们用身边无偿献血者
的感人事迹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的爱心故事，让居民懂得了“三
献”（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
捐献人体器官组织）中蕴含着深
深的大爱。

据了解，参与本次活动的红
十字志愿者达 60 人次。志愿者
们走访村民 270 余户，发放宣传
资料300余份。

句容市红会“三献”科普进社区

本报讯 （萨茹拉）8 月 25 日
上午，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宣传战线的干部、红十字志愿者
时秀霞在呼和浩特市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为一名血液病患者
撑起生命之伞。她是内蒙古自
治区第 10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时秀霞是一名宣传战线的基
层干部。多年来，她以顽强拼搏、
忘我工作的优良工作作风参与公
益事业，以一名忠于职守、无私奉
献的红十字志愿者精神服务困难
群体，在宣传战线上奉献着自己
的力量，为人道事业传播着正能
量。

时秀霞早在 2012 年就积极
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2020 年 5
月配型成功。在严峻的疫情形势
下，她积极主动地配合当地红十
字会和医院，完成了健康体检、高
分辨血样检测等前期准备工作，
于8月25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完
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工作人员
将采集的“生命火种”立即送往上
海，为一名血液病患者带去生命
的希望。

“生命是宝贵的，我的付出只
要能给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和信
心，这样的人生才最有价值和意
义。”时秀霞说。

时秀霞：为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和信心

本报讯 （洛红）8 月 27 日上
午，火箭军某部四级军士长吴马
良于第六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
临之际，在河南省洛阳市为一名
6 岁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
胞，传递生命新希望。

今年 34 岁的吴马良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加入中华骨髓库。
2020 年 1 月，他接到洛阳市红十
字会的通知，与一名素不相识的
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吴马良毫
不犹豫的答应捐献。他说：“能用
自己的满腔热血从病魔手中挽救
一条生命，我感到自己很幸运。”

顺利的通过高分辨和体检
后，吴马良坚持每天锻炼，确保以
最佳的状态去捐献。8月 23 日，
伴着秋雨，他在爱人和儿子的陪
同下，笑容灿烂地来到洛阳市中
心医院注射了第一针动员剂，为
捐献做准备。27日上午，在市中
心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吴
马良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吴马良成为洛阳市第 31 例
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同时也是洛阳市第4位现役军人
成功捐献者。

传递希望 点亮生命之灯

本报讯 （于国良）日前，刚
刚拿到西安邮电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徐国昱，高兴地来到陕西省咸
阳市献血点献血 400 毫升，拿到
了鲜红的献血证。

徐国昱家住咸阳市礼泉县城
关镇徐家村，每次到礼泉一中上
学读书，都会在礼泉中心广场看
到采血车。今年疫情期间，徐国
昱来到献血点，希望捐献热血能
为社会做点贡献。当知道他正在
家复习，决战今年高考。工作人
员说，希望他能专心学习，高考后
再来献血奉献爱心。

高考后，徐国昱以 517 的高
分被西安邮电大学录取，全家人
都为他高兴。父母在县城打工，
也都是志愿无偿献血者，弟弟还
在小学读书，爸妈夸赞他为弟弟

做了个好榜样。当徐国昱准备在
大学入学前参加无偿献血时，父
母特别支持，觉得爱心担当是大
学生必备的道德品质，希望儿子
在新的起点上担当奉献，历练成
才。

拿到献血证后，工作人员知
道徐国昱被西安邮电大学录取
后，纷纷为他祝贺，称赞他步入大
学知识殿堂，一定能够成为品学
兼优的大学生，成为新时代建设
祖国的栋梁之才。

徐国昱说：“带着献血证上大
学，这是我 18 岁生日后的梦想，
今天终于实现了。在大学里，我
见继续奉献爱心，努力学习，力争
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
人。”

带着献血证上大学

本报讯 （郑耀）8 月 28 日上
午，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专职副会长徐泳，爱心捐赠
单位代表、市生命阳光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一行走访慰问了人体器
官捐献者困难家庭孩子，为他们
送上助学金和慰问品。

慰问组一行走访了绍兴市富
盛镇一户捐献者家庭。家庭顶梁
柱因车祸不幸去世，于2017年12

月捐献器官，帮助 5 位患者重获
新生、重见光明。捐献者父母成
为失独老人，小儿子尚在读幼儿
园，大儿子准备读初一，其妻子依
靠微薄的收入支撑着整个家庭。

为缓解捐献家庭困境，市红
十字会将两位老人纳入“你留下
爱我帮你行孝”省级人体器官捐
献者困难家庭老人关爱项目关爱
对象，将两名小孩纳入“小桔灯”

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助学对
象，并安排志愿者结对定期开展
关爱帮扶服务。

2020年，绍兴市红十字会开
展“小桔灯”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
家庭助学项目，获得爱心企业绍
兴俊睿云计算有限公司捐款5万
元，为19名困难捐献家庭孩子提
供助学金合计4.6万元。

截至目前，绍兴市已有 6000
余位市民办理了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91人实现器官捐献，挽救 270
余名患者的生命。

绍兴开展捐献者困难家庭助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