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绍红）“谢谢你捐
献了造血干细胞，为拯救他人生
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近日，家
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张顺成
（化名）成功为一位身患血液病的
花季少女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绍兴市第 46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出生于 1978 年的张顺成有
着20余年献血经历。2018年，他
在一次献血活动中加入中华骨髓
库。今年 6 月，他接到柯桥区红
十字会电话，告知他配型成功。

张顺成说：“捐献之前心里也
有点担心，但是相比可以去救一
条命，我觉得自己的担心显得微
不足道。而且非亲缘关系配对成
功的概率非常低，能配上是一种
缘分，所以我一定要完成捐献。”

经过体检等一系列流程，张
顺成踏上了捐献的爱心之路。在
杭州某医院内，他在无菌仓外看
到无助的血液病患者们，也更坚
定了捐献的决心。捐献当天，236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成功采
集，由工作人员紧急送往千里之
外患者所在的医院。

张顺成是一名街道干部，还
是一名党员。20余年里，他共献
血21次，献血总量10400毫升，先
后获得 2012 至 2013 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银奖、2016至2017年
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等荣
誉。在他的带动下，妻子也加入
了义务献血者队伍，共献血36次，
献血总量 14000毫升。在他们的
影响下，女儿也从去年开始献血。
爱，在两代人之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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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母女共同签字
近日，52岁的教师曹立梅来到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红十字会，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时，正在外
地上学的女儿也通过视频，委托妈妈在志愿书上签字。母女俩同时成
为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 （运红）

■ 莫俊 石艳红

6 年前，17 岁的小韦（化名）
被查出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正当这位年轻的小姑娘饱受
病痛折磨、陷入绝望时，医生为她
找到了合适的造血干细胞配型。
经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小韦最
终战胜病魔，重获新生。

6 年来，小韦一直在内心默
默惦记着那个为她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无名英雄。当面说声“谢
谢”，成了小韦最大的心愿。终
于，6年后，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广西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桂林市红十字会帮助
下，23岁的小韦完成了心愿。

“我能叫你一声哥哥吗？”

9 月 17 日世界骨髓捐献者
日，在桂林举行的 2022年广西非
亲缘造血干细胞供患见面会上，
小韦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救命恩
人。站在救命恩人面前，小韦手
捧鲜花的双手微微颤抖，眼泪在
眼眶中不停地打转。救命恩人见
状后张开双臂，将小韦拥进怀里。
此刻，小韦泪流满面。

“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面

相可爱又善良的大哥哥。”小韦
说，由于造血干细胞供患双盲原
则，除了知道对方是一名男性外，
其他一无所知。6 年里，她曾无
数次幻想过捐献者的模样，站在
几位捐献者面前时，她莫名感应
到，其中这位名叫韦俊喜的捐献
者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
人。

“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
高兴的小事，都会想要跟他分享。
逢年过节，家人们都会提起他，我
们似乎已经把他当作亲人看待，
衷心希望他也能过得好。”小韦
说，虽不相识，但这个陌生人却真
实地活在她的生命里。

小韦一直在等待着，向救命
恩人当面致谢的这一天。按照有
关规定，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
中的供患者双方见面，需要在完
成捐献后达到一定年限。几个月
前，已经达到治愈标准的小韦，向
中心表达了自己想要见恩人一面
的强烈愿望。经过几个月的评估
和准备，她的心愿终于实现。

小韦怕见到恩人时过于激
动，无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感恩之
情，她提前把想说的话写成了一
封信，现场亲手交给了韦俊喜。

这封信，她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每字每句都饱含深切的感激之
情。

陌生人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时光回到 2016年，正在南宁
读高二的小韦突然面部浮肿，身
上多处淋巴结肿大疼痛，前往医
院检查后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医生告诉她，这个病要
想得到根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找
到合适的造血干细胞进行移植，
但这并不是一件易事。

住院治疗期间，小韦旁边床
位的人换了又换，有的病友等了
很多年才终于等到合适的骨髓，
有的病友甚至没有等到移植就走
到了生命的尽头。小韦是幸运
的，仅仅1个月，她就等来了配型
成功的消息，捐献者也同意捐献。
这给她黑暗的世界里，送来了一
道光。小韦清楚地记得，父母在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憔悴许久的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3个月后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非常成功，但术后排异反应给
小韦带来了新的煎熬。那段时
间，小韦几乎无法进食，严重时每
天都在吐血，好不容易咽下去的

食物很快被呕吐出来，体重从
117斤一下子瘦到只有72斤。

尽管排异反应非常强烈，小
韦咬牙挺了过来。“好不容易有了
活着的希望，我一定要好好活下
去，不让家人和给我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好心人失望。”她说。

数月之后，小韦顺利出院。
转眼 6 年过去，如今的她有着一
份稳定的工作，和心爱的人组成
了幸福的家庭。回想起被病痛折
磨的那段日子，小韦常常感叹，自
己就像是活了两次。

不想给受捐者留下遗憾

给小韦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
名叫韦俊喜，在桂林一家医院上
班。两人同姓，也许是冥冥之中
的另一种缘分。

工作之余，韦俊喜热心公益，
一直坚持无偿献血，在 2013年加
入中华骨髓库。作为一名医生，
他认为一个病能通过捷径治好是
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而造血干细
胞移植就是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的一条捷径。

2016年的一天，韦俊喜接到
桂林市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询
问他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

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为了保证
移植成功，韦俊喜做了许多准备。
他推掉了大部分聚会和应酬，几
个月来滴酒不沾，除了保持健康
的生活作息外，还每天保证适量
的运动。

顺利捐献后，韦俊喜也想知
道受捐者康复得好不好，但他忍
住没去打听。“很希望得到她康复
的好消息，但又害怕没能帮她渡
过难关。”他说。

今年 6 月，韦俊喜接到中心
电话，得知受捐者恢复情况良好，
对方强烈想要当面表达感谢。这
一次，韦俊喜犹豫了。“我担心对
方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成为负
担。”韦俊喜认为，“当初的捐献不
过是举手之劳，并不图任何回
报”。不过，考虑再三，韦俊喜还
是决定见上一面，因为他不想给
受捐者留下遗憾。

当活泼开朗的小韦站在自己
面前时，韦俊喜为自己是一名非
亲缘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而感
到骄傲。

据了解，韦俊喜是桂林市 51
名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
之一。目前，桂林市加入中华骨
髓库的志愿者已达1.1万余人。

朝思暮想六年，她终于见到了救命恩人

一场特殊的见面会

■ 福红

10月31日上午，在福建省厦
门市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福
建省肿瘤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
室中，来自泉州市的外卖小哥朱
小勇（化名）和来自福州市某医院
的麻醉师陈林（化名）同期捐献造
血干细胞，分别成为福建省第
368、369例捐献者。在严峻的疫
情形势之下，两位90后捐献者克
服重重困难，为远方两位血液病
患者送去“生命的种子”，这份礼
物弥足珍贵。

朱小勇：生怕有需要时找不
到我，主动联系红十字会

朱小勇是福建省南平市人，
由于工作变动，他的生活轨迹遍
布福建各地，他坚持无偿献血的
身影也出现在了各地的血站里。

“一开始我在福州工作，经常
在福州几个献血点献血。”朱小勇
回忆说，“2012 年，有一次献血
时，我看到桌上有一个表格，就去
问护士，才知道可以加入中华骨
髓库。”就这样，在第 8 次无偿献
血时，朱小勇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没想到 10 年之后，终于有人与
我配型成功了！”朱小勇感慨到，

“第一次接到省红十字会电话时，
我都不敢相信。”

6 月，初次接到省红十字会
电话的朱小勇在三明市，半个月
后，他又到了晋江市工作。“我担
心三明市红十字会找不到我，耽
误了患者治疗可不行。”朱小勇到
达晋江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
红十字会，主动报备了自己的情
况。

10月27日，朱小勇完成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前签字仪式。“本来
要去福州的，可是那边出现了疫
情，红十字会紧急协调我来厦门
配合捐献，”朱小勇说，“只要不耽
误对方治疗，让我去哪里捐都
行。”

陈林：你的一次援手，可能拯
救一个家庭

家住福州市的陈林在 2019
年加入中华骨髓库。“我和爱人都
是医务工作者，经常一起去献
血。”陈林说，“后来，我在她的引
领下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问及
捐献初心，夫妻二人均表示并没
有多想，“能多帮一点就多帮一
点”。

今年 3 月，陈林接到福建省
红十字会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
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他马上
就和亲朋好友分享了这个好消
息。“我爱人非常高兴，家里其他
人也很支持我，”陈林说，“好多

朋友知道后问的第一句都是‘应
该会很痛吧’，我就给他们普及
了一下捐献相关知识，了解是从
外周血采集，不伤身体后，他们
就理解了。”

10 月 27 日，按照计划，陈林
一大早就去做了核酸检测，为第
二天入院配合造血干细胞采集做
准备。可是，由于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当日核酸检测量激增，陈林
的核酸检测直到深夜都没出结
果。“我们再等等看，晚些时候可
能就出来了。”福建省、福州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与他商量。“我还
是现在再出门做一个吧，以防万
一！”陈林回复：“不然明天没法办
理入院，耽误了人家救治就麻烦
了。”那时，已经是深夜 23 时，陈
林赶忙打车去 24 小时核酸采样
点排队。第二天凌晨 5 时，成功
拿到了核酸检测报告。

10 月 28 日上午，陈林在福
建省、福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和省肿瘤医院医护人员的见证
下，在捐献造血干细胞知情同意
书上签字，接受了第一针动员
剂。

“在不影响自身健康的情况
下，做这样的事就像一种光荣的
使命。”陈林说，“特别是有些血液
病患者还是小孩子，一次援手，就
有可能拯救一个家庭。”

福建一日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疫情之下的生命救助

本报讯（杨帆 缪忠燕）“亲
爱的亲人、同学、朋友，尊敬的老师
们，当你们看到这条朋友圈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感谢大
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
由衷地希望，得到我眼角膜的陌生
人，能代替我去看云卷云舒、潮起潮
落、冬去春来……”10月31日，18岁
的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青年卢意顺
在朋友圈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几
小时后，他因癌细胞扩散至肺部，导
致呼吸衰竭，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
界。他捐献出自己的眼角膜，希望
把光明留在人间。

卢意顺出生于 2004 年，几年
前因为一次摔跤，偶然查出罹患骨
肉瘤。遗憾的是，癌细胞发生扩
散，他不得不休学。

在高中老师眼中，卢意顺是一
位品学兼优、天资聪颖的好学生，
休学前成绩在班里一直处于上游，

考上大学水到渠成；在同学和朋
友眼里，他喜爱篮球，乐于助人，
非常重情义。

回忆起决定捐献眼角膜时
的场景，父亲卢金华记忆犹新。
8月19日上午，虚弱的卢意顺小
声说：“爸爸，这两年我治病，受
到了许多老师同学和好心人的
关怀和帮助。我去世后，没有什
么可以留下的，我想捐献自己的
眼角膜，哪怕能帮助一个人也
好。”听了儿子的话，卢金华悲痛
不已，但他忍着眼泪表示支持。

“死亡只是生命的结束，但
不是生命的结局。捐献眼角膜，
既回报了社会，又让我们的心里
有了一份寄托。”卢金华说。

10 月 28 日，卢意顺用颤抖
虚弱的手，在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
是他最后的笔迹。

我想把光明留在人间

浙江绍兴完成第4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助力花季少女重获新生

本报讯 （青红）11月1日，来
自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的爱心教师谈老师“疫”无
反顾，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
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青海
省第6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7月，中国造血干细胞青海省
分库工作人员与谈老师取得联系，
告知他与一位患者初配成功，是否
愿意捐献？谈老师没有犹豫，说：

“可以。需要我做些什么？”
8月，海西州新冠疫情形势日

益严峻，经过海西州红十字会努
力，顺利将高分辨血样邮寄至西
宁，再经青海省分库寄往分型实验
室。9月，中华骨髓库通知，高分辨
检验结果相合，下一步进行体检。

然而，根据青海省疫情防控
要求，志愿者无法顺利从海西州
进入西宁市，体检计划只能暂缓。
10 月，为及时完成救人使命，青
海省分库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

申请通行证、开证明、提前做核酸
……终于在海西州红十字会、都
兰县卫健局、都兰县教育局及各
级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大力支持和
全力配合下，谈老师驱车 400 余
公里，抵达西宁市。

就在捐献准备工作基本就
绪时，10 月 21 日，西宁市再次按
下暂停键。但挽救生命刻不容
缓，为保障志愿者安全，在青海
省妇女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积
极协调和院领导大力支持下，谈
老师于 10月 27日提前入院注射
动员剂，11 月 1 日顺利完成采
集。通过“无接触”交接方式，这
袋“生命的种子”顺利送达移植
医院。

捐献期间，作为一名教师，不
论在隔离酒店还是住院病房，谈
老师都坚持为学生线上授课，尽
职尽责，用实际行动为学生上了
一堂难忘的生命教育课。

人民教师 为爱逆行

浙江工业大学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康红）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

清县康乾街道联合湖州市中心血站、浙江工
业大学红十字会开展“献礼二十大，热血勇担
当”无偿献血活动。近百人成功献血，献血总
量达24300毫升。

盐都“95后”退役军人捐献“生命种子”
本报讯（盐红）11月9日，江苏省盐城市

盐都区“95后”退役军人张爱（化名）在南京
某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 9岁血
液病患儿送去生命的希望，成为盐都区第 19
例、盐城市第 85例、江苏省第 1104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西安84岁老人志愿捐献遗体
本报讯 （党琪）近日，84 岁的杨女士来

到陕西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办
理遗体角膜捐献志愿登记。自 2008 年老伴
去世后，杨女士就有了捐献的想法，她希望通
过捐献，让更多不治之症得以被攻克，让更多
患者得到救治。填写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表，杨女士开心地说：“我很高兴，自己在今
天了却了14年前的心愿。”

靖江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省靖江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教育局在靖江特校、靖城中心
校、滨江学校、城北实验学校、实验学校等多
个学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近100人成
功献血，累计献血24400毫升。

通渭6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庞君民）11月4日，甘肃省定西

市通渭县红十字会组织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
血样采集活动，共有 6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目前，通渭县累计169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沧州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沧红）11月5日，在河北省沧州

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号召下，沧
州市各县市区多支分队通过无偿献血或志愿
服务的形式，助力沧州疫情防控期间的血液
保障。机采分队和吴桥分队成功献血36人，
献血量1.36万毫升。

袁州区新增一例人体器官捐献
本报讯 （黄新秀）10月 20日，47岁的江

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南庙镇人钱斌荣，因突发
疾病经送医抢救无效，被判定为脑死亡。家
属强忍悲痛，决定将钱斌荣的器官捐献给其
他需要延续生命的人们。钱斌荣成功捐献一
肝脏、两肾脏，为三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目
前，袁州区已实现器官捐献8例，遗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登记936人。

东营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刘旖晗）11月4日，山东省东营

市红十字会和东营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前去
慰问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民警张先生。10
月 26日，张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山东省第 1208例、东营市第 57例、东营区第
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龙岩“热血”驰援福州
本报讯 （龙红）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因

新冠疫情形势严峻，血液保障工作面临挑战。
11月 3日，一辆满载着龙岩人民爱心的送血
车驶出龙岩血站，驰援福州。共支援红细胞
220 单位，单采血小板 49 个治疗量，血浆 17
万毫升。

柳州新增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柳红）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翟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
18岁少年带去生的希望，成为广西省第 499
例、柳州市第78例捐献者。

晋中再添一例造血干细胞“二次捐献”
本报讯（张荣）11月3日，山西省晋中市

红十字志愿者贾志杰（化名）在首次捐献造血
干细胞175天后，顺利完成二次造血干细胞捐
献，为远方的患者再次点亮生命的希望，成为
晋中市第二例造血干细胞“二次捐献者”。

射阳40人登记人体器官志愿捐献
本报讯 （射红）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射

阳县红十字会开展了主题为“生命之约 爱满
人间”的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宣传
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彩页 1000余份，成
功登记40人。

南通“00”后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通红）11月3日，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红十字志愿者、22周岁的汪明（化名）启
程赴南京某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前的准
备。汪明成为南通市第67例、江苏省第110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玉溪一位老人完成遗体捐献
本报讯（方敏）11月9日，云南省玉溪市

一名老人因病逝世。遵照老人生前意愿，完
成了遗体捐献，是玉溪市第7例遗体捐献者。

平川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平红）近日，甘肃省白银市平

川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二队联合区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队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110人
成功献血，献血总量32000毫升。

山丹二中开展爱心献血活动
本报讯（丹红）11月3日，甘肃省张掖市

山丹县第二中学红十字会组织 15名教师开
展“爱担使命 血脉相承”爱心献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