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韩夕玉 赵树江

董梅，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
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从 2004
年起，19 年间，先后献血 34 次，
累计献血 12400毫升，相当于全
身血液总量的2倍多，先后获得
全国无偿献血铜奖、银奖、金奖。
如果说，撸起袖子加油干，是时
代赋予的使命，那么，卷起袖子
献血，无疑是对这个时代最暖心
的回报。

一生不懈的追求

董梅18岁初中毕业，先后在
洪泽织布厂、造纸厂、化工集团等
企业工作过，直至2016年退休。

她心地善良，待人真诚，说话
喜欢直来直去。接触过她的人，
几乎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
是敢拼敢做。初中时，她就参加
了淮阴市重点中学体育邀请赛，
取得了铅球、铁饼单项前两名，刷
新了洪泽县中学标枪、铅球、铁饼
三项纪录。在化工集团工作期
间，她曾经8小时徒手拎了60吨
元明粉。有些人干不下来，半途
而废了，她却一步未退。

第一次献血的经历，她至今
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 2004年
3月 13 日，夫妻俩像往常一样，
手挽手行走在洪泽大街上。当

看到停在东风旅社旁的献血车
时，董梅觉得好奇，决定试一下。
验血、登记身份信息后，热血慢
慢地流进了血袋。

就这样一次偶然的停留，开
启了她一生不懈的追求。此后，
她坚持定期献血，从未间断。她
有一个献血计划，只要身体条件
允许，就一直献血到60岁，完成自
己心中15200毫升的献血任务。

点亮62人的生命之光

“每次献血过后几天，手机
里就会收到自己捐献的血液送
往某某医院用于临床的信息。”
董梅说，每当这时，她就十分激
动，自己的血液曾经在几十个
人的血管里流淌，与他们的生
命联结在了一起，这是莫大的
缘分。

董梅说，血液可以再生，而
生命只有一次。目前，她无偿献
出的 12400毫升血液，已经点亮
了 62人的生命之光。在她影响
下，她的儿子、亲戚朋友等多人，
纷纷加入了无偿献血队伍。

如今，夫妻俩在洪泽区三河
镇流转了 1000余亩土地。天道
酬勤，今年上半年小麦收成创下
三个历史纪录：产量最高、价格
最高、效益最好。提到这，董梅
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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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情暖锡城
11月3日，江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组织近3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志愿者赴江阴市璜土镇，开展2022年度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联谊暨宣传活动。目前，全市已有1.96万人加入中华骨髓库，82人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锡红）

■ 吴军

福建省福州市造血干细胞捐
献工作始于2004年。2008年，福
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福
州工作站正式成立，为血液病患
者和福州志愿捐献者之间架起一
座生命之桥。截至今年 9 月，福
州市已实现入库量2.8万余人份，
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100例。19
年间，无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红十字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
以及采集医院、媒体等各领域的
伙伴，用一双双温暖的手，共同记
录下百位志愿者为挽救生命勇毅
前行的感人故事。

0到100，生命之花绚烂绽放

2004年 4月 14日，志愿者刘
忠坚在福建省肿瘤医院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成为福州市首
例、福建省首例、全国第 98 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这是榕城大
地绽放的第一朵生命之花。刘
忠坚的爱心义举，开辟了福州
市、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
命传递之路。

从第1例到第100例，每一例

捐献背后，都有着一个感人至深
的故事。开创先河的刘忠坚、两
度捐献的陈芳、献血达人唐小平、
年龄最小的林丽珠、年龄最大的
刘宏、3个孩子的母亲陈黎明、为
救人“先斩后奏”的孙大为、以捐
献庆生的吴新烨、全国首对双胞
胎捐献者毛净姐妹、福建首例向
韩国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陈霖……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现（退）
役军人 8人、公安民警 1人、大学
师生23人、医务人员8人、公务员
3人，占捐献总数约四成。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志愿者和广大医护工作者一
样，用逆行书写希望。面对远方
陌生人的需要，他们没有畏惧、退
缩。2021年，梁耘豪、邓慧、郑泓
等16名志愿者，克服疫情防控带
来的不便，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
捐献，年捐献数全省第一，两次创
造了单月捐献 3 例的历史；2022
年，更是迅速实现捐献总数 100
例的突破。

造干之家，温暖榕城一片天

2013年 3月 17日，32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欢聚一堂，畅想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持续奉献的
人生愿景，福州市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之家由此而生。在伍丽
琴、孙大为、林熙等骨干志愿者带
动下，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志
愿者之家”，积极参与造血干细胞
捐献和无偿献血相关志愿服务。

短短 9 年，这支洋溢着青春
气息、充满生机活力的队伍有了
100名成员。每次造血干细胞采
集，他们踊跃陪护在志愿者身旁，
为之加油鼓励；每当志愿者捐献
受阻，他们为志愿者及其家属解
开疑虑；每逢开展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活动，他们是现场最忙碌
的一群人。

孙大为在他任教的福州大学
组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
队；念可薇的文章《捐骨髓不是你
想的那样，我并不伟大》感动无数
人；毛净与宏波、陈家利与金佳雯
供受双方见面的“髓”缘情深，让
更多人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

“志愿者之家”用生命光辉温暖着
榕城，也收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和肯定，曾在 2015
年、2021 年分别获得福州市“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五个 100”暖

心志愿服务队称号。

优化环境，褒奖制度落地实

从第1例到第100例，离不开
福州人的大爱，也得益于福州造
血干细胞捐献环境的持续优化。
19年来，福州市红十字会始终坚
持以保护和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
与健康为目标，倡导更多爱心市
民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列，
积极推动政府对捐献者给予更多
的关爱和优待。

2022 年，制订《福州市红十
字生命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着力
实施“爱心相髓＋生命教育”行
动。根据省红十字会等七部门

《关于印发无偿献血者、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遗体与人体器官（组
织）捐献者的配偶、直系亲属优待
政策的通知》要求，推动制订《福
州市无偿献血者、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以及遗
体与人体器官（组织）捐献者的配
偶、直系亲属优待政策实施细
则》。

为提高社会公众对造血干
细胞捐献的认知、理解和支持，
福州市广泛宣传造血干细胞捐

献知识，举办世界献血者日和世
界骨髓捐献者日纪念活动；市、
县两级红十字会通过各种方式
与志愿者和捐献者建立密切联
系；各级红十字会利用各种社会
平台，举荐和树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典型，传播“红十字生命相

‘髓’”好故事，传递社会正能量。
省优秀共产党员、福建好人、省
实事助学基金杰出教师奖获得
者王德程，第四届福州市道德模
范伍丽琴，福州好人陈黎明，第
六届福州市道德模范张伟，福州
市最美志愿者唐小平……一批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爱心
壮举在福州广为流传，一个良好
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社会氛围在
福州逐渐形成。

100 个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是福州市 2.8万余名入库志愿者
的代表和缩影，是 100 朵辉映在
三山两塔间璀璨的生命之花。

“我想帮他”“我中奖了”……简
单朴素的想法，义无反顾的决
定。目前是 100 位，将来一定会
有更多普通人的爱心如涓涓细
流汇聚成闽江之水，托起生命之
舟奋力向前。

福建省福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百例

生命之花温暖榕城

本报讯 （杨高翔）8 月 6
日，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殡仪
馆，牟平区红十字会举行悼念
仪式，为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
李云送行。她是这个“英雄之
家”第三例成功捐献遗体角膜
的志愿者。2016 年 11 月，她的
父亲李先琪；今年 5月 14日，她
的哥哥李德亮，二人先后捐献
了遗体和角膜。李云的嫂子于
胜珍、二姐李德敏也签订了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协议。一家五
口，三人实现捐献、另外两人签
订捐献协议，这在全区全市都
绝无仅有。

李云 1958 年出生，龙泉镇
西杭格庄人，是一位普通的家庭
妇女。她早年离异，为维持生
计，坚强地扛起家庭责任。她曾
经经营商店，到建筑工地做饭，
到服装公司打工，到北京、青岛
当保姆，四处奔波劳累。凭借自

己多年的辛勤付出，终于将女儿
培养至大学毕业，并在杭州就
业、成家。她古道热肠，乐于助
人。在服装厂工作时，遇到一名
腿脚残疾的工友，便经常主动帮
忙照顾，帮助工友渡过难关、树
立信心。

2015 年，李云被诊断为肺
癌，曾经被医生判定寿命仅剩几
个月。但她凭着顽强意志，与病
魔斗争了7年。谈及捐献原因，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仍然清晰地
记着李云女士的话：我要以父亲
和哥哥为榜样，自愿登记遗体器
官和角膜捐献，遗体用来做医学
研究，眼角膜可以让他人重见光
明。

李云的哥哥李德亮，2011年
8月志愿登记了遗体器官和角膜
捐献。此后，他积极参加器官捐
献宣传活动，多次参加烟台市遗
体器官捐献纪念林植树活动并上
台发言，还参加了烟台市遗体器
官捐献工作座谈会。今年5月14
日，李德亮不幸离世，实现了遗体
器官和角膜捐献。他曾多次说
到：“遗体器官捐献能造福他人、
奉献社会，是一件大善事、大好
事，何乐而不为？”

李云的父亲李先琪，是一位
有着 6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关
于遗体器官捐献，是哥哥李德亮
提出的，老父亲爽快地答应了，
并在 2016年实现了遗体器官和
角膜捐献，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
份礼物。

“英雄之家”两代三口献大爱

19年，34次，无偿献血12400毫升

董梅，点亮62人的生命之光

■ 海红

11月17日，北京市某部队医
院细胞采集室内，两位年轻的小
伙子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他们是海淀区第 132、133例捐献
造血干细胞救人的英雄，将为患
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阿行：海淀区第132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2018年，阿行（化名）成为了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阿
行所在的大学，有着良好的无偿
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公益氛
围。大学期间，身边有多名同学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让他觉
得捐献造血干细胞就是一件很普
通的事。

2020年，阿行曾与一名血液
病患者初配成功。然而，当做完
高分辨检测后，患者由于某些原
因，终止了移植计划。阿行回忆
说：“当时，家人和学校老师都给

了我很大支持，我也很期待可以
帮到患者，终止了多少觉得有点
可惜。”

2022年，已经参加工作的阿
行再次接到北京市红十字会的
电话，说他与另一位血液病患者
初配成功。这一次，他依然没有
丝毫顾虑，马上同意捐献。

“生病后，我的人生是黑暗
的，但此刻我又是幸运的。因为
您，我的人生又重新有了希望。
您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全新的生
命，也让我感受到了世界的温
暖，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患
者给阿行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阿行说，之前看到捐献造血干细
胞，更像是一句口号。读到患者
写给我的信之后，一切变得具象
了，它能帮助的是一个鲜活的生
命，更是一个家庭。

大米：海淀区第133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今年 24岁的大米（化名），来

自新疆，是维吾尔族。他是一名
美术老师，平日热爱户外运动和
绘画，也是一位视频博主。

大学期间，大米经常参与无偿
献血。2021年4月16日，大米组织
同学们一起进行无偿献血，同时留
下了一小管血液样本，成为了中华
骨髓库志愿者，希望通过这个小小
的举动可以帮助到别人。

仅仅 1 年多后，大米就接到
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
的电话，说他与一名 2016年出生
的血液病小患者初配成功，询问
他的捐献意愿。大米义无反顾地
表示同意。

入院捐献期间，大米收到了
患者家属写来的感谢信。信上写
道：“有了您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我们一定会战胜病魔。我们一定
不辜负您的善举，也会教孩子学
习您无私的精神，长大后回馈社
会，以善行回报善行。”读到这里，
大米非常感动，捐献的决心也更
加坚定。

俩小伙同日捐献“生命种子”
——北京市海淀区第132、13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侧记

太仓19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金玲）日前，江苏省太仓市高

新区、娄东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有 150 人体检合格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
41700毫升，19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蛟川九旬老人登记捐献遗体
本报讯 （镇红）“现在自己年纪大了，对

社会的作用有限，希望去世后捐献遗体，给别
人带去生的希望。”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蛟川街道居民林武川来到银凤社区，登记
参加遗体捐献。林武川老人今年已 92岁高
龄，是一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

鹿江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付建红）10月 14日，江西省樟

树市鹿江街道组织开展“奉献爱心 托举生
命”无偿献血活动。共 42人参与活动，29人
实现献血，献血总量累计近10000毫升。

河口区新增1例器官捐献登记
本报讯 （河红）近日，家住山东省东营

市的崔女士来到河口区红十字会咨询关于器
官捐献登记方面的问题。工作人员向她讲解
清楚相关信息及捐献流程后，崔女士当场签
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成为河口区第 87
位登记捐献器官的志愿者。

海淀区出版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文集
本报讯 （海红）日前，北京市海淀区红

十字会在海淀区作协的支持下，专访20位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将他们的事迹集结成册，出
版《一苇以航 爱相“髓”》文集，号召更多人
加入这场生命接力中来。

青云谱区老人完成遗体捐献
本报讯 （青红）10月 22日，江西省南昌

市青云谱区谢振华老人因胰腺癌晚期医治无
效，不幸离世。在亲友和青云谱区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见证下，老人完成了最后的心愿，捐
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大丰区新增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杨怡琴）近日，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志愿者王长海（化名）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盐城市第82例、大丰区第9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襄红）9月30日，湖北省襄阳市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在南校区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共有264人参加献血，献血总量
90500毫升。

福城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刘晓明）10月 17日，江西省樟

树市福城街道积极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共有38人参与活动，成功献血
21人，献血总量6400毫升。

淄博开展“信用+无偿献血”志愿活动
本报讯 （于军）日前，山东省淄博市首

次“信用+无偿献血”志愿活动在桓台县荆家
镇举行。桓台县依据信用记录和信用积分，
对社会成员进行信用评价。居民可以通过参
与无偿献血获取10个信用积分，当信用积分
达到一定的分值，可以获得相应的政策福利，
如减免采暖费、水费、燃气费或免费畅游马踏
湖等。

灌云新增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灌红）日前，江苏省连云港市

灌云县红十字志愿者刘根（化名）在连云港市
某医院成功捐献 325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成为灌云县第 9例、连云港市第 39例、江
苏省第108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同安乡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何琴 张雅麟）近日，江西省宜

春市宜丰县同安乡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共有
39名干部群众参与献血，献血总量 13800毫
升。

庆元29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庆红）近日，浙江省丽水市庆

元县红十字会组织无偿献血活动。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发放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单，讲
解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共有29名志愿者
完成采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海陵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胡肖露）近日，江苏省泰州市

海陵区红十字会开展了一场集中献血活动，
共有 94名志愿者成功献血，献血总量 32700
毫升。

泰兴退休医生捐献遗体
本报讯 （泰红）9 月 10 日，江苏省泰

兴市居民夏东升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
66 岁。按照其生前意愿捐献遗体，用于医
学教学和科研，成为泰兴市第 10 例遗体捐
献者。夏东升退休前是泰兴市第三人民
医院一名内科医生，一直服务于基层，是
一个热心公益的人。2021 年 4 月 15 日，他
向泰兴市红十字会提交了捐献遗体器官
的申请。

万载11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万红）日前，江西省宜春市万

载县人民医院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共有 34个科室 78位医务工作者、5位爱心群
众成功献血，献血总量22700毫升，11人加入
中华骨髓库。

李云生前照片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献血量创新高
本报讯 （杨蓉）11 月 4 日至

6 日，江苏省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红十字会、学工处和泰州市中心
血站联合举办“学习二十大 热
血致青春”无偿献血活动。3 天
时间，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共有
924 名同学参与献血，献血总量
达 290200 毫 升 。 继 2021 年 12
月，泰州职业技术学院以 730 人

献血 229480 毫升创下泰州市中
心血站单次团体献血量最高记录
后，再次刷新了泰州市中心血站
单次团体献血量最高记录。

活动开展之前，学院开展了
系列宣传工作，先后通过微信、
QQ、专题会议等形式进行宣传
部署，鼓励学生踊跃报名、奉献社
会。同学们积极响应，首次登记

预报名人数就达800余人。
活动过程中，学院红十字会

志愿者团队全程参与服务，按照
疫情防控期间团体献血的相关要
求，精心做好各项防护措施。为
预防紧急情况发生，活动现场还
专门设置休息区，提供热水和红
糖，保障献血后出现不适症状的
学生能够及时得到休息和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