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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山西省器官捐献志愿者达3.4万余人
本报讯（魏薇 王小雨）8月30日，由山

西省卫健委主办、省红十字会协办、省人体器
官获取与分配服务中心承办的人体器官捐献
政策与捐献器官维护指南培训暨山西省人体
器官捐献与移植发展论坛圆满闭幕。论坛公
布，目前，山西省已有 3.4万余人登记成为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2020年前 8个月，报名
登记人数突破1.3万人。

自 2012 年山西省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
作以来，省卫健委、省红十字会和各医疗机构
全力推进该项工作，为及时挽救更多器官衰
竭患者提供服务和保障，取得明显成效。

近年来，随着人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广泛
深入，社会各界对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关注
度持续提升，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成功实施
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 382例，获取大器
官1102个，已使1066位器官衰竭患者获得新
生。

为此，山西省专门成立了省人体器官获
取与分配服务中心，确定专职协调员的服务
范围，使协调员与各市所辖医疗机构建立稳
定、良好的工作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省内潜在
捐献者的流失。

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突破600例
本报讯（黄宇 段金鑫）8月 22日，重庆

市第 600 例、601 例人体器官捐献分别在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陆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实施。两位脑病患者在生命
无法挽留之际，捐献有用器官挽救了 6个人
的生命。

据了解，2012 年，重庆市红十字会设立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并开设专项救助
基金，探索红十字会参与志愿无偿的人体器
官捐献制度体系；2019 年，成立重庆市遗体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承担全市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

办公室开设首年实施器官捐献 4 例，
2013 年 14 例，2014 年 27 例，2015 年 23 例，
2016年 81例，2017年 109例，2018年 132例，
2019年141例。2020年已实施70例。

截至2020年8月22日，重庆累计实施器
官捐献 601 例、角膜捐献 2564 例，挽救 1652
名患者的生命、让3573人重见光明。

内蒙古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103例
本报讯 （蒙红）9月 4日，来自内蒙古自

治区锡林郭勒盟的红十字志愿者温登攀在呼
和浩特市成功采集造血干细胞，为一位血液
病患儿送去了生命火种，成为全区第 103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33 岁的温登攀是一名基层民警，2017
年，他登记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2020年 6月，得知自己和一位血液病患者初
配相合，温登攀毅然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
积极配合红十字会，完成了再动员、高分辨及
体检等前期准备工作。9月4日上午，温登攀
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听说患者是个7
岁的小朋友，温登攀非常心疼，他说：“如果我
的努力能够挽救她的生命，那我必将义不容
辞，希望她能够勇敢地与病魔斗争，早日康
复。”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各级红十字会进
行广泛宣传动员，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到
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中来。截至9月4日，全
区共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 47900 余人份，已
实现捐献 103例，其中涉外捐献 2例，二次捐
献3例。

株洲献血志愿者服务队举办中级培训
本报讯（彭莉超）8月28日，湖南省株洲

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大队第 45期
中级培训在市中心血站七楼会议室举行，30
位志愿者到场接受志愿服务礼仪培训。服务
大队培训分队长龚仕民主持培训。

培训由市无偿献血健康讲师团讲师、市
中心血站血源体采室邓君担任主讲师。她以

“志愿服务的定义”“志愿者必备的素质要求”
“志愿者礼仪”为主要内容，结合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实际事例，为大家进行逐一细致讲解。

东营区第119名志愿者登记捐献器官
本报讯 （刘旖晗）9月 4日上午，家住山

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城秀苑新区的欧铁红签
署了捐献遗体（角膜）和器官申请书，成为东
营区红十字会 2020年第 18位签署捐献申请
的志愿者，也是东营区第119位捐献志愿者。

今年 43 岁的欧女士是胜利油田石化总
厂一名普通工人，她说：“我没想别的，就想着
人走了这些器官、角膜就没用了，如果能捐给
有需要的人还能帮别人一把。”

欧女士认真地填写了捐献申请书，在“捐
献意愿”一栏，她选择了捐献“角膜、器官”。

长海县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长红）8月25日，辽宁省大连市

长海县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赵传利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完成造血干
细胞捐献。这是长海县红十字会自 2013 年
独立建制以来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 青早

8 月 25 日深夜，一个新生命
在青岛诞生，他的名字叫“西西”，
是一个乖巧可爱的孩子。他还有
一个身份——小天使九月的弟
弟。

“离别两年多后，九月怕我们
孤单，把弟弟送到我们身边。”九
月的妈妈马嘉卉说道，在她的梦
里，九月多次说到喜欢有个小弟
弟，如今西西的出生，让这个家庭
又一次洋溢着幸福和温馨。

2018 年 6 月，青岛 4 岁半女
孩九月因病离世，捐出了肾脏和
肝脏3个器官和一对眼角膜，让5
个患病家庭迎来重生的希望，她
的故事感动了全国亿万网友。

好消息，“西西”诞生了

8 月 25 日，是中国传统七夕
节。这天深夜，九月的妈妈发了
一条朋友圈——“母子平安，七夕
最好的礼物”，后面附上了西西的
照片，朋友们纷纷点赞留言，送上
祝福。

“孩子是 8月 25日深夜顺产
的，5.72斤，非常健康。”青岛妇婴
医院技术院长王静怡主任医师介
绍，他们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孩
子是九月的弟弟，想起九月的故
事，大家至今唏嘘不已，能够为九
月妈妈接生，他们感觉很荣幸。

8 月 27 日上午，青岛市红十
字会和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工
作人员一起探望了西西和家人。

“新的生命来了，接替小九月，让
这个家庭再次迎来新的生活，我
们也感觉很欣慰。”青岛市红十字
会组宣处长张少芹说，得到这消
息后，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爱
心人士都很高兴，祝福九月的家
人迎来新生活。

躺在婴儿床里的小西西，也
有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就像九月
那样。“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开心，
孩子的出生很顺利，有我陪着他
们娘俩，大家放心。”西西爸爸说，
从这个小生命的孕育开始，每当
回忆起和九月快乐生活的日子，
心里就是幸福的，感觉西西一定
是九月派来陪伴妈妈的。

未来，带着祝福迎接新生活

善良、坚强的九月妈妈在社
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逐渐走出
了和九月离别的伤痛，开启了新
的生活。“我想，九月也不希望我
一直伤心，希望我能快乐生活，她
也在天堂一直看着我们。”马嘉卉
讲到，她也逐渐调整好心态，去年
底终于鼓起勇气，重新迎接一个
新的生命。

“很多人一直在关心我们，一

直给我鼓励，我现在心态调整得
很好，整个孕期一直都是开开心
心的状态。”马嘉卉说，之前她多
次梦见九月说想要个小弟弟，现
在九月如愿了，他们夫妻也很开
心，接下来就是全力照顾好西西，

“希望他能健健康康长大，成为一
个优秀的小伙子。”马嘉卉向一直
以来关心和鼓励她的人表达感
谢，“谢谢大家的关注”。

“带着九月的祝福，西西一定
会健康快乐成长，等他长大了，我
们会把姐姐的故事讲给他听。”马
嘉卉说，虽然才出生两天，但看得
出来，西西是个乖巧的孩子，他不
哭不闹，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
这个崭新的世界。

马嘉卉已经对未来做好了打
算，计划跟丈夫去云南，开启一家
三口的新生活。

七夕夜，“九月天使”妈妈诞下新生命

她派“西西”陪伴妈妈

自 2018 年 6 月以来，青岛
市先后有九月、和和、小北3位
有爱的小天使，在生命的最后
捐献器官，挽救他人。

“青岛市红十字会在成功
打造‘微尘’公益品牌的基础
上，两年多以来，与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着力培育‘九月天使’器
官捐献爱心公益品牌。”青岛市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王建中介绍，从“微尘”到“九
月天使”，从关爱他人到奉献社
会，青岛凝聚起越来越多向善
的力量。

如今，“九月天使”标识已
正式注册为公益商标，代言青

岛市的器官捐献事业；各大医院
设立了“九月天使”器官捐献爱心
岗，向社会普及捐献知识，开通器
官捐献绿色通道；“大爱无疆——
奉献者信息化平台”正式上线，实
现了遗体器官角膜捐献意愿在线
办理；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健委、
青岛报业传媒集团发起成立“青
岛红十字九月天使基金”；九月天
使红十字医疗志愿服务队开展对
口帮扶义诊；艺术家精心创作的

“九月天使”雕塑矗立在市雕塑园
内，成为城市文化地标；开心麻花
影业以九月故事为原型的新电影
也在创作中。

2018 年 6 月 1 日儿童节，
青岛 4 岁半女孩九月，在幼儿
园跳了一段她最喜欢的舞。谁
也没想到，这是她跳的最后一
支舞蹈。2 日，九月出现面部
抽搐、走路不稳的情况。5日，
九月在北京被确诊为脑部占位
性病变，已经无法手术医治。

不幸来得太快，让人无法
接受。“带孩子回家吧，让她好
好过完最后这段时光。”几家医
院多名专家一致给出建议，让
九月妈妈陷入绝望。

抱着九月回青岛的路上，
妈妈的脑海中忽然闪出了“器
官捐献”这个念头——让九月
的部分器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

上，帮助那些和她一样处在绝望
中的家庭。她的眼睛漂亮，就把
眼角膜留下来，多看看这个世界；
她的心灵美丽，就让心脏继续跳
动，给这个世界多添一份温暖。
想到能让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
式延续，九月妈妈的心里才添了
一份坦然。

2018年 6月 21日，九月飞去
了天堂，她留下了两只肾脏、肝脏
和一对眼角膜。

因为九月留下的“生命礼
物”，让天津一名小朋友获得重
生，如今能开心地去上幼儿园了；
青岛两名患者也从此过上了正常
人的生活；济南两名患者重新看
见了世界的五彩斑斓。

回顾

九月天使 爱留人间

延伸

让更多人了解捐献

▲九月弟弟西西的诞生为妈妈带
来了久违的笑容

▶“九月天使”雕塑矗立在青岛市
雕塑园内，成为城市文化地标

9月4日上午，福建省南安市市民黄女士与女儿一同到市红十字
会，申请填写了《福建省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并完成了网上遗体捐
献志愿登记。这是南安市2020年线下登记捐献遗体第13位和第14
位志愿者。 （南红）

母女同时
申请捐遗

本报讯（宁红）8月28日，
宁夏红十字会完成全区第2例
眼角膜捐献，成功让 3 名角膜
病患者重见光明。

捐献者是一位来宁打工的
四川籍 57 岁男士。8 月 26 日
凌晨，他因脑干出血病危，家属
原本希望捐献患者的器官，但
因患者病情严重，无法实施器
官捐献。经与家属协商沟通，
家属同意捐献眼角膜和遗体，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连夜紧急联系宁夏眼科医
院专家对眼角膜进行评估，符
合捐献条件，自治区红十字会
立即组织协调员按照捐献流程
与家属签订了捐献志愿书，办
理相关捐献手续。当日，宁夏
眼科医院专家进行了眼角膜获
取，宁夏医科大学接收遗体用
于医学教学研究。8 月 29 日，
宁夏眼科医院将捐献者的眼角

膜分别移植给 3 名眼病患者，术
后效果良好。

9 月 1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眼角膜捐献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
门探索规范眼角膜捐献的地方性
法规。条例首次对全区眼角膜捐
献的登记、接收、分配、使用及其
管理活动等进行明确规定。

宁夏现有眼角膜病盲患者
4.98 万人，其中大部分患者可以
通过眼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
但由于眼角膜来源不足，每年能
够开展的眼角膜移植手术不足
50例。2020年 1月，12名自治区
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制定条例的议
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
并将议案列为当年立法计划。经
过各方面努力，条例经 7月 28日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推动全区
眼角膜捐献事业发展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
自 2015年起，宁夏全面开展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自治区
红十字会借助各类媒体策划形
式多样的活动，大力推动人体器
官、眼角膜捐献的宣传动员，志
愿 捐 献 成 阶 梯 式 增 长 。 截 至
2020年 8月 31日，全区网上登记
志愿者达到 7227名，其中志愿捐
献眼角膜登记志愿者 6169名，占
登记总数 32.56%。截至目前，全
区已成功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1
例、眼角膜捐献 2 例、遗体捐献
61例。按照条例赋予的职责，自
治区红十字会将会同有关部门
做好器官捐献、眼角膜捐献、遗
体捐献的宣传和动员，登记见
证、缅怀纪念、困难救助等工作，
动员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到捐
献活动中来，让爱心凝聚起更加
磅礴的人道力量。

宁夏实现全区第2例眼角膜捐献，3名患者重见光明

出台条例推动捐献事业发展

■ 马虎振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希望能
在身故后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把
自己的有用器官捐献给别人。”8
月24日，58岁的陕西省西安市市
民陈玉钦和丈夫田军利表达希望
身后捐献器官的心愿。

9月4日，西安市红十字会赈
济救护部工作人员上门登记，夫
妇两人一起填写了《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陈玉钦家住西安市雁塔区北
寨子村，是西安市一所民办学校
的工作人员。她表示一直有捐献
器官的意愿，前段时间看到一个
11 个月大的孩子意外死亡后父
母决定捐献器官的新闻后，更加
坚定了这个想法，她还多次向相
关方面咨询。

“我想在死后把器官捐献给

有需要的人，我心甘情愿做这件
事。我想对儿子、儿媳和孙女说

‘请你们不要难过，这是对社会有
意义的事’。”陈玉钦介绍，自己娘
家在河南信阳，父亲、哥哥、弟弟
和她都是党员。父亲是 90 岁去
世的，有 60 多年党龄，父亲生前
教育他们一生要清清白白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父亲的话对我们
影响很大。如果死后能达成器官
捐献的心愿，也是为社会做出了
自己的一点贡献。”

陈玉钦的爱人田军利很赞成
妻子的决定。他说，如果死后还
能帮助别人，也是件令人安慰的
事。“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我也想
在将来身故后把器官捐献给有需
要的人，但没跟我爱人说过。这
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心愿，希望
孩子将来不要为我们悲伤，而应
该为我们感到自豪。”

西安年近六旬夫妇希望故后捐献器官

本报讯 （于国良）日前，陕
西省咸阳市市民秦荣专程来到市
人民路大唐献血屋，以无偿献血
的方式庆祝女儿的到来，分享幸
福和快乐。

秦荣的老家在陕西省彬州市
新民镇。他和父亲都是无偿献血
志愿者。月前，女儿秦晓妍出生，
母女平安。秦荣面对亲朋好友的

祝福，非常激动，觉得每一个幸福
之家都离不开和谐社会这个大家
庭的呵护和帮助，他决定来到献
血屋奉献爱心祝福女儿。

再次获得鲜红的献血证，秦
荣说：“我会继续坚持参与无偿献
血的，给女儿做好爱心榜样，住院
女儿健康快乐成长，也希望她长
大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用热血捐献庆祝女儿到来

■ 余红

“我的小女儿今年高考，已经
收到录取通知书。感谢你们 11
年来的慰问与帮助。”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接到百丈镇半山村村民朱艳打
来的电话。

朱艳原本有一个普通而幸福
的家庭。2007年，丈夫蔡万华不
幸被确诊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
2009年12月，蔡万华去世。朱艳
遵照他生前的遗愿捐献了丈夫的
遗体，他的眼角膜让两位眼疾患
者重见光明。蔡万华成为余杭区
遗体、角膜捐献第一人。

蔡万华离去了，留下两个年幼

的女儿，一个8岁，一个12岁。生
活的重担压让朱艳喘不过气来。
最困难的时候，一群好心人向她伸
出了援手。“区红十字会每年定期
来看我们，送来慰问金。区关工
委、百丈镇政府也很关心我们，还
有爱心人士愿意资助我的两个孩
子读书。”朱艳满怀感激地说。

如今，朱艳的大女儿在余杭
区第一人民医院做护士，小女儿
也考上了大学。朱艳在弟弟的帮
助下开起了民宿，生活重新步入
正轨。

朱艳表示，全家人能度过难
关，拥有现在的一切，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帮助，她希望用力所能及
的行动回馈社会，把爱传递下去。

丈夫离世捐遗，社会接力助困。她表示——

带着感恩把爱传下去

更 正
本报9月1日四版三献信息栏目《吴

桥县红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一文中“山
东省沧州市吴桥县”应为“河北省沧州市
吴桥县”，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