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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嘉红

弯弯的眼角，上扬的嘴角，24
岁的小吴（化名）是个爱笑的姑
娘。

她是浙江省第 522 例、嘉兴
市第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9
个月前，为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
她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2020 年 7 月，得知受捐者情
况不好，需要再度接受造血干细
胞移植控制病情，小吴二话不说
同意再次捐献。

8月31日和9月1日，在位于
杭州的造血干细胞采集病房，小
吴又一次微笑着伸出双臂，启动

“生命种子”的传递。

毫不犹豫同意二次捐献

时隔 9 个月，再一次躺在造

血干细胞采集病房里，小吴觉得
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熟悉，“这一次
是缘分在继续”。

2019 年 8 月，小吴接到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她
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当
时觉得很不可思议，心里挺激动
的。”小吴明白，陌生人之间造血
干细胞配型的成功率很低，一般
只有几万分之一到十几万分之
一，小吴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

小吴的爱心之举得到了家人
的赞同和支持。随后两个月，她
积极配合采集干细胞的各项准备
工作，完成了高分辨血样检测、健
康体检、制定采集计划等各个流
程，2019年 11月 11日，她放下手
头的工作，在男友陪伴下，住进了
位于杭州的造血干细胞采集病
房。

受捐者是一名北京的女性。
采集完成后，造血干细胞被立刻
送往北京。

“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虽
然彼此互不相识，但如果我的一
点付出，能够让她重生，那是何等
的缘分！”小吴回忆道。

2020 年 7 月，小吴再次接到
嘉兴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去
年那位受捐者康复情况并不理想
时，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很遗憾，
有点难过，这意味着对方还没有
摆脱病魔。”

小吴毫不犹豫地同意二次捐
献。

上周，她再一次住进了造血
干细胞采集病房，医生告诉她，这
次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造血干细
胞，他们将比上次采集更多的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预计要采集

300 毫升，小吴认同地点点头，
“好的，我没关系，一定要采集
够”。

不害怕了，这次特别顺利

8 月 31 日上午，小吴躺在病
床上，两只手臂上各插着一根输
血管，连接着床边不停运转的血
细胞分离机，血液通过管子流过
机器，把救命的造血干细胞一滴
滴分离到采血袋，再回流进身体
里。

采集从上午 9 点开始，至下
午1点左右结束。

和上次捐献一样，小吴的脸
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和上
次不一样的是，第二次捐献，她心
里有底，显得更为放松。

“去年是我第一次捐，虽然理
智告诉我是安全的，但是心里多

少还是有点害怕。可能是因为害
怕，捐献过程一波三折，造血干细
胞采集起来特别慢，250 多毫升
分了两天才采集完。”小吴不好意
思地说，“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
我心里有底了，采集起来特别顺
利，300毫升一天就采集完了。”

不过，为了确保证造血干细
胞足够，小吴这次依然要在第二
天接着捐。

捐献完造血干细胞，小吴略
显憔悴，但她显然不把这个放在
心上：“去年捐献完也是这样，浑
身乏力，但我回家睡了几天大觉
就恢复了，这次肯定也是一样
的。”

比起自己的劳累，小吴更在
意远方的受捐者：“希望‘生命的
种子’能够发挥作用，希望她能够
渡过难关，早日康复。”

上次捐献一波三折，这次采集特别顺利，嘉兴姑娘义无反顾

时隔9月 二次捐献

本报讯 （综合）8 月 22 日下
午，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19 岁
女孩兰贵枝因车祸离世，她的家
人含泪决定捐献她的肝脏、双肾
和一对眼角膜，让 5 名患者重获
新生。

今年 19岁的兰贵枝，是安徽
财经大学的大一学生，暑假期间，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专门去打
工补贴家用。

8 月 15 日，不幸突然发生。
兰贵枝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虽

然第一时间被送进抢救室，但是
伤情太重，医生表示“从临床判
断，她已处于脑死亡状态”。

兰贵枝的家人慎重商量后决
定捐献她的器官，母亲黄婉兰含
泪说，“发挥一点最后的光和热
吧”。

从 2014年开始，母亲黄婉兰
就带着兰贵枝和弟弟，从老家来
到霍山县，一边打工一边陪着两
个孩子读书，兰贵枝的学习成绩
很好，黄婉兰记忆中的女儿，平时

乖巧懂事，更是妈妈的得力帮手，
“她和弟弟关系很好，平时总是照
顾他”。

兰贵枝的表哥回忆，“妹妹从
小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也特
别孝顺，发生车祸后，很多爱心人
士都捐款帮助她。妹妹捐献器
官，让其他人的生命得到延续，我
们想这也是她的遗愿”。

8 月 22 日下午，兰贵枝告别
人世，医生表示，她的器官捐献将
让5名患者重获新生。

安徽姑娘车祸离世，捐献器官救5人

兰贵枝，是个美丽的姑娘

■ 湖红

“妈妈，我要做个小怪兽。”
“爸爸，你看我捏得好看吗？”
8 月 30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

小西街油车巷手作生活街区，20
多个孩子笑声不断。临近开学，
这群孩子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开
学礼物”——和“爱心爸妈”一起
制作软陶，开展互动游戏。

这群孩子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人体器官捐献者子女，这
些“爸妈”并非他们的亲生父母，

而是结对的红十字志愿者。
当天，“牵手小海豚·续写爱

乐章”——湖州市人体器官捐献
者家庭子女人道关爱活动在这里
举办。

现场首先举行了简单的结对
仪式，两位“爱心爸妈”与 3 位器
官捐献者子女结对。

其中一个孩子出生才 18 个
月，其父亲于今年车祸去世后捐
献了器官和角膜，挽救了 6 个危
重病人的生命，使两位盲人重见
光明，她的结对“爸妈”来自浙江

交通集团湖
州管理处。

随 后 ，
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为
孩子们送上
了 2020 -
2021 学 年

“小桔灯”助
学金。

软陶制
作是孩子们
最喜欢的活
动，他们各
自选择自己
喜 爱 的 颜
色，与“爱心
爸妈”商量
着做成什么
模样。“我想
做 个 机 器

猫”“我想做个小花园”，孩子们脑
洞大开，在“爱心爸妈”手把手指
导下，一个个可爱灵动的软陶作
品跃然眼前。之后，孩子们在红
十字心理服务志愿者的带领下进
行互动游戏，在温馨的气氛中表
达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我们希望，‘爱心爸妈’的关
心陪伴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温
暖，帮助他们走出家人离去的阴
影，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
生活。”湖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表示。

来自“爱心爸妈”的特殊“开学礼”
——湖州市红十字会举办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子女人道关爱活动侧记

本报讯 （豫红）9月 1日，河
南省红十字会在济源愚公移山干
部学院举行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业务暨心理疏导培训班，来自
全省 18 个市红十字会分管会领
导、红十字协调员及 6 家移植医
疗机构协调员、省红十字会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代表
等共120人参加。

此次培训主要通过专家授
课、现场教学、沟通技巧交流、大

会交流分享、实地考察等形式，
培训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政策解读；人体
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人体器
官捐献；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必备素质与沟通技巧交流讨
论；并围绕舆情防控及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进行交流互动，提
高参训学员的参与感和培训效
率。

本报讯（葛润苏）8月28日，
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召开第十
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溧水区
抗疫英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卞
红红荣获“南京市最美红十字志
愿者”荣誉称号。

卞红红是南京市溧水区人民
医院的一名普通护士，长期以来
本着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甘于
奉献，将满腔热血投入医疗卫生

工作中，在救治病人的道路上
无私奉献，为单位集体荣誉而
努力。

2019年，卞红红捐献造血
干细胞，挽救了一名白血病患
者的生命。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后，卞红红主动请缨支援
武汉，参加溧水区第三批前往
武汉主战场抗击疫情医疗队。

本报讯（青红）8月31日，上
海市青浦区红十字会和团区委在
区委党校联合举办“2020年青浦
区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普及讲
座”，各街镇红十字会秘书长、区
属单位团组织及上善联盟成员单
位团组织负责人、志愿者代表 5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观看了
宣传短片《爱心点燃生命之光》，
领略无私奉献的青浦志愿者风
采；中国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服务总队上海大队讲师杨
悦通过生活案例、数据分析、图片
展示等，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进行生动形象的讲解，让学员对
造血干细胞捐献过程有一个全新

的认识；青浦区第 19例捐献者
李煜也特地赶到培训现场，为
学员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开
展宣传动员，鼓励广大青年加
入到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
伍。

自 2001年起，青浦区红十
字会与团区委联合开展“为了
生命的希望工程——上海市青
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
动”以来，青浦区累计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有 4366人，实现
捐献19例。

2020年，青浦区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集中入库招募活
动将于9月中下旬启动。

青浦区开展捐献知识普及讲座

河南红会举办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

溧水区捐献者获评最美红十字志愿者

本报讯（南红）8月30日，福
建省南安市诗山镇吾丰村 65 岁
老人吴进忠与世长辞。31日，在
南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证
下，老人的遗体被捐赠给厦门大
学医学院。

今年 6 月，吴进忠因呼吸困
难到厦门中山医院就诊，经检查

确诊为左肺小细胞肺癌。因治
病的钱都是亲戚、朋友、邻居帮
忙筹集，老人非常感激。为了
回报社会，老人希望逝世后捐
献遗体、器官，为医疗事业尽一
份力。8 月 17 日，老人申请登
记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

南安老人为感恩捐遗体

“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什么？
恐怕只有精神可以不随时间流逝
而消亡。我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去感染身边更多人投身到公益
事业中来……”这是中华骨髓库
第 10107 例、河北分库第 478 例、
秦皇岛市第 33 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王少龙留下的手记。

王少龙是河北海事局科技信
息处的一名普通员工，在外人眼
里是一个非常谦虚善良、爱帮助
人、温暖阳光的邻家大哥哥，多年
来一直坚持无偿献血，并立下“只
要身体允许，一定坚持无偿献血”
的目标。

2016 年 5 月 4 日青年节，王
少龙在单位组织的一次造血干

细胞捐献知识讲座现场，聆听了
秦皇岛市第 14 例，也是首例涉
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杨秀群女士发表的演讲，他深受
感动和鼓舞。活动结束后，他与
多名同事一起前往秦皇岛市中
心血站登记留样，加入中华骨髓
库。一晃 4 年过去了，王少龙救
人的初心始终未变。

2020年 6月 30日，王少龙得
知有一位血液病患者和他初配成
功的消息。继承了祖辈父辈军旅
家庭作风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复
同意捐献。激动之余，他有些担
忧自己体重超标不符合捐献标
准。凭着救人一命的坚定信念，
他在一个月内疯狂减重20斤，顺

利通过体检，达到实施捐献标准。
单位领导得知他救人的善举时，
给予大力支持，特批他带薪前往
石家庄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捐献前，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和他聊起即将捐献的心
情，王少龙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终于盼到捐献这一天，我特别幸
运。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于我来说
很普通却意义非凡，是让我受益
一生的事情。有机会用自己的微
薄之力挽救一条生命，挽救一个
家庭，我愿意！”

8 月 24 日，王少龙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秦红）

等待四年，终于捐献，他说

捐献让我一生受益

本报讯 （马红）8 月 27 日至
28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志愿者夏
伟、李总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27 日，夏伟捐献造血干细
胞。他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
机，用捐献造血干细胞，诠释了什
么叫大爱。夏伟成为安徽省马鞍
山市第 49例、2020年第 7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28 日，李总捐献造血干细
胞。李总是马钢第四钢轧总厂炼
钢物流分厂职工，中共党员，退伍

军人。早在部队时，他就参加
了多次无偿献血，参加工作后
又多次参加单位组织的献血活
动。李总成为马鞍山市第 50
例、2020 年第 8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坚持“四
方共建”、践行“三全服务”，围
绕捐献志愿者和捐献工作全力
做好服务工作，推进造血干细
胞捐献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马鞍山实现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德州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座谈会
本报讯（陈冬梅）8月31日下午，山东省

德州市红十字会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50例座谈会。会议对2019年度“德州市见义
勇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先进群体”进行了表
彰，向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奖杯和奖金。德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璞平、市政协副主席
吕永忠出席会议，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范
宇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近年来，德州市红十字会把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作为“博爱德州”红十字品牌建设的
重点，健全组织机构，规范捐献流程，营造宣
传氛围，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成效显著。目
前，全市已有 12761 名爱心志愿者加入中华
骨髓库，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51例。

新乡市实现第33例造干捐献
本报讯（新红）8月27日上午，河南省新

乡市第 3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马琰在
省人民医院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于能够
挽救一个年幼的生命，她感到很自豪。

23岁的马琰在郑州一家教育机构工作。
父母都是医生，一直热心于无偿献血，父亲还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受父母带动，18 岁那
年，马琰第一次走进爱心献血屋，将献血作为
自己的“成人礼”，并加入中华骨髓库。

马琰说，能挽救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多么伟大，只是正好与那
名患者血液相合，换成其他人配型成功，同样
会同意捐献。

新乡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马云前往采集中心探望并颁发荣誉证书，马
琰同时也是河南省第894例、全国第10113例
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

南通为“三献”志愿者举办救护培训
本报讯（南红）8月29日，江苏省南通市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在南通市应急救灾中心
举行，43名学员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的学员均为南通市无偿献血宣
传志愿服务队、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志愿
服务队、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志愿服
务队的骨干志愿者。

长沙女子为地贫患儿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张树波 刘振）9月 2日，28岁

的江女士在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
科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这份珍贵的“生命
种子”由医护人员乘坐高铁送至广西，注入到
一名重度地中海贫血症患儿体内，为他带去
生命的希望。

江女士是位医务工作者，读大学时主动
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2020年 8月，她得知
配型成功的消息，欣然答应捐赠。“我正在备
孕，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电话时，我
还是有点顾虑，担心采集会影响身体。”江女
士不好意思地说，“后来了解到患者才 5岁，
我的心就软了。我马上也要做母亲，可以想
象他的父母是多么焦急和不安，将心比心，我
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活下去。”

句容新兵接受“三救”“三献”培训
本报讯 （蒋家政）9月 2日，在江苏省句

容市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正在集训的 190
名应征入伍新兵在赴部队前，接受了市红十
字会组织的“三救”“三献”知识培训。

培训针对新兵救护知识缺乏，又即将面
临高强度的新兵训练等情况，从如何防范运
动性损伤入手，讲解了伤口包扎、骨折固定等
常见的现场应对和救护，并对心肺复苏、气道
异物梗阻等进行了重点讲解。

培训还向新兵们普及无偿献血和造血干
细胞捐献知识，让大家了解“三献”知识和生
命接力的涵义。

余姚实现第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余红）8月31日早上，浙江省余

姚市红十字会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褚华杰举
行欢送仪式。他将成为余姚市第 8例、浙江
省第600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褚华杰今年 23岁，是鹿亭乡晓云村人，
现在在一家洗车美容店工作。2018年5月15
日，褚华杰加入中华骨髓库。2020年 5月 26
日，这份希望的种子发芽。当褚华杰得知自
己与一名异地的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时，义
无反顾地站了出来。6月中旬，他顺利通过
高分辨配型并完成体检，8月 31日上午入住
宁波市第一医院，正式进入捐献流程。

靖江无偿献血宣传进行时
本报讯（靖红）8月26日，江苏省靖江市

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志愿服务队
在德诚广场开展无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市民可通过宣传单、关注“靖
江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有奖知识问
答等方式，了解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
相关知识。

斗门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越红）近日，浙江省绍兴市越

城区斗门街道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无偿献血
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街道干部职
工、村（居、社区）居民群众以及企事业职工积
极响应、踊跃参与。据统计，活动中共有 162
人成功献血，3人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