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生命健康
星期五
2022年11月25日

编辑/李 洋
电话：（010）65597609

三献信息

起 点
日前，河北省邢台市红十字会和邢台市中心血站在巨鹿县爱心献血屋设立

的造血干细胞采样点正式启用。这是邢台市首个县级造血干细胞采样点，巨鹿
市民可在家门口进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清河县和内丘县也将陆续设立造血
干细胞血样采样点。 （邢红）

■ 韦娜

11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的天空有些阴沉，来自广
西贵港的欧阳（化名）看着病床上
的妻子妮卡（化名），伏下身给了
她深情一吻。

结婚后分别3年，见面不到3
小时……今年 30 岁的俄罗斯女
子妮卡为爱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广
西，刚与心心念念的丈夫相聚，却
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医生最终
宣布其脑死亡。生命最后，妮卡
的家人决定帮她完成心愿——捐
献肝脏和肾脏，给广西 4 名患者
带来生的希望。据了解，这是首
例俄罗斯籍人士在中国进行器官
捐献，也是首例外籍人士在广西
进行器官捐献。

为爱奔赴，久别重逢却突发意外

11月16日下午，阴沉的天空
突然下起了雨。在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医科大
一附院）住院大楼前，欧阳神色黯
然地回忆起与妻子相识、相恋、结
婚的点点滴滴。

2018 年 ，在 广 西 梧
州，欧阳经朋友介绍，认识
了来自俄罗斯的妮卡。共
同的爱好和工作，让两人
坠入爱河。2019 年 4 月，
欧阳与妮卡登记结婚，并
在同年 9月一起去俄罗斯
看望妮卡的妈妈。后来为
了工作，欧阳一个人先回
到了广西。

本以为是“暂别”，哪
想一拖就是 3 年。期间，
远隔万里的两人，只能通
过各种通信工具来保持联
系。由于种种原因，妮卡的签证
一再改签，直到今年中秋节，才终
于订好来中国的机票。

从俄罗斯乘机飞到中国内蒙
古，转机飞到湖南长沙，再飞到广
西南宁……10月30日，为爱跨越
万里的两人终于见面了！

世事难料，让欧阳万万没想
到的是，见面的喜悦才过去不到
3 个小时，意外就“从天而降”。
在途中的一个服务区，妮卡准备
上洗手间时，突然呼吸困难，脸色
发紫。随后，她马上被送到贵港

市人民医院抢救，一天后，又转到
南宁医科大一附院继续抢救。遗
憾的是，医生最终宣布妮卡脑死
亡。据接诊记录，妮卡因大面积
肺栓塞造成心跳呼吸停止，虽经
心肺复苏抢救回来，但已经造成
不可逆性的脑损伤。

捐献器官，让他感觉妻子还
“活”着

“谈恋爱时，我曾经跟妻子谈
过器官捐献的话题。”欧阳说，他
当时对妻子讲，自己比她大几岁，

可能以后会比她更早离开
这个世界，如果他先离开
了，想把器官捐献，让妻子
知道他还“活”在世界上与
她相伴。妮卡说，她也一
样，愿意做一名器官捐献
志愿者。

按照两人当初的约
定，欧阳签署了器官捐献
同意书。他希望帮妮卡完
成心愿——让爱延续，也
让他感觉妮卡还留在世
上。

在向相关机构咨询
后，欧阳也跟远在俄罗斯的岳母
说了器官捐献一事。“岳母说，这
3 年来，妮卡每天都盼望着回中
国与我一起生活，对于器官捐献
一事，她表示同意和支持。”

外籍人士捐献器官并不容
易，广西此前没有先例，在国内也
属少见。在妮卡家属、广西红十
字会、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办
公室（OPO）及重症医学科等多
方努力下，终于促成了这个善举。
最终，妮卡捐献了她的肝脏和肾
脏。

超越国界，广西4名患者将
重获新生

为实现器官利用最大化，把
更多的爱传递给更多患者，医科
大一附院器官移植团队通过劈离
式肝移植手术，也就是把肝脏分
成左右两边，“一肝救两命”，把肝
脏分给2名需要器官移植的肝病
患者。

16日当天，两台肝移植手术
已顺利完成。妮卡左侧的肝脏给
了一名 15 岁的急性肝功能衰竭
的青少年，右侧的肝脏给了一名
肝细胞癌患者，患者术后指标良
好。两个肾脏的移植手术将在
17日进行，两名等待移植的患者
都是尿毒症患者。4名接受器官
移植的患者都是广西籍人士。

自2011年7月广西开展人体
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截至 2022年
11月14日，广西全区累计实现遗
体和人体器官（组织）捐献 3406
例，其中器官捐献 2892 例、遗体
捐献 372例、眼角膜捐献 142例，
捐献例数位于全国前列。

俄罗斯女子妮卡逝后捐献器官救4人，移植手术全部顺利完成

把爱留在中国

■ 赣红

2022年以来，江西省红十字
会持续在“创新宣传、优化服务、
加强联动、破解问题”上下功夫，
不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高
质量发展。截至目前，2022年已
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48例，同比
增长41%。

奏鸣曲：营造氛围广宣传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活动，营造了解、支持、赞誉造血
干细胞捐献的社会氛围。

一是用好宣传平台。在江西
省红十字会“两微一端”更新捐献
动态，普及捐献知识，展示捐献者
风采。

二是创新宣传模式。以传统
纸媒与网络新媒相结合的方式，
对捐献者事迹多渠道报道。组织

“江西省人民医院三献宣传活动
暨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启动仪
式”直播活动，在线观看人数达到
255万人次。

三是用活典型案例。全省第
一对夫妻造血干细胞捐献，由江
西电视台二套都市频道、快手、抖
音等平台全程直播捐献过程，观
看人数超 170 万人次，并在人民
网、江西日报等媒体跟进刊发新
闻报道。

进行曲：抓好捐献优服务

从捐献志愿者初筛到捐献前
体检，从入院、注射动员剂、采集
到捐献后体检、随访，全流程专人

跟进。
一是多一些人文关怀。每一

例在昌捐献的志愿者，省红十字
会都派员探望，并送上鲜花，倾听
捐献者讲述切身感受，缓解采集
过程中的紧张情绪。

二是多一些表彰激励。积极
向“江西好人”“五四青年奖章”

“十大杰出青年”等平台推荐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努力融入党委政
府的表彰体系。通过与政法委等
单位沟通，九江、鹰潭、赣州、宜
春、上饶、吉安6市将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纳入见义勇为认定表彰范
围。11 个设区市均将造血干细
胞捐献纳入了当地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

三是多一些舒适便捷。指导
江西省人民医院采集医院高标准
打造采集室，定制印有中华骨髓
库吉祥物爱心宝贝的床单被套，
还配备了电视机、冰箱、沙发等家
电家具。

协奏曲：加强联动一体化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坚持上下
一盘棋思想，与其他相关部门各
司其职，密切协作，奏出了江西爱
心相髓协奏曲。

一是上下联通，全省一盘棋
统筹推进。将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纳入《江西省红十字会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江西省红十字
会深化改革创新三年行动方案》
等整体规划，统一部署、统一主
题，省市县三级联动，一体推进开
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宣传，实现全
省宣传全覆盖。

二是纵横联动，多部门融合
发展。与健康江西建设工作委员
会、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
印发文件，从宣传动员、关爱救
助、表彰激励、监督规范等方面提
出10条措施，联合推动“三献”工
作开展。针对高校、医院等重点
领域，联合开展三献宣传登记活
动，在全省263家二甲以上医院设
立“三献”宣传咨询台。

回旋曲：确保工作高质量

坚持以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对
标上级要求，对表规划任务，聚焦
薄弱环节，确保建设高质量分库。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部
分设区市红十字会库容质量偏
低、捐献数量较少等问题，利用培
训班、考察调研等时机，进行一对
一座谈，从宣传效果、库容质量、
供者服务质量等方面分析症结，
解析原因，指导工作实现突破。

二是坚持目标导向。在完成
当年入库任务后，对所有新增入
库志愿者进行抽查，并通报至各
市红十字会，指出问题，提出要
求。积极实施志愿者保留项目，
通过对失联志愿者的再回访，挽
回近5000余名捐献志愿者。

三是坚持效果导向。通过印
发《关于 2021年度各设区市红十
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库
容使用率的通报》《季度业务情况
通报》等业务通报，把准设区市业
务短板、管理漏洞，进一步推进造
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高质量发展。

奏响新时代爱心相“髓”四部曲
——江西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纪实

第111次献血送给60岁生日

今年7月的妮卡

本报讯 （任霄惠）11 月 11
日，山东省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政公用工程建设发展中
心的何志强再次走进青岛市中
心血站，完成了第111次、也是最
后一次无偿献血。至此，他累计
捐献全血 1400 毫升、血小板 212
个治疗量，为24年的献血之路画
上了圆满句号。

11月 11日是何志强 60岁生
日，他早早就计划好了这天要来
完成最后一次献血。在他看来，

“1111”的谐音读起来就是“要要
要要”，正好诠释他人生中的“四
要信念”，即要有责任、要有担
当、要有爱心、要有奉献。

1981年，何志强从湖南省浏
阳市应征入伍。2001年，转业到
地方工作。穿着军装为祖国守
边固防，脱下军装为人民热心服
务。20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军人
的热心、热血和热情，多次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连续
8年被青岛市中心血站聘为社会
监督员，并成为青岛市首批“无
偿献血代言人”。

说起 24年来的献血路，何志

强坦言，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用
无偿献血的方式参与到拯救生
命的爱心行列中。他还带动了
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参与公益
事业。当天，同何志强一起献血
的还有王卫、吴佳勇、阎欣、丁
伟、邹金秀、邹金铭、刘凯、万年
为等 8人，累计捐献 12个治疗量
血小板、600毫升全血。

王卫正好和何志强同一天
生日，两个“寿星”相约血站，让
献血成为庆祝生日、纪念友谊的
最好礼物。何志强的好友、青岛
市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邹金秀
说：“何志强是我们的好大哥，自
2020 年以来多次组织我们商会
参与无偿献血。等到这波疫情
过去，我们还会组织大家再来。”

如今，从无偿献血岗位上正
式“退役”的何志强，内心的热情
却没有减退。“血站工作人员都
让我‘常回家看看’，虽然十分
不舍，但我将以参与无偿献血公
益宣传的方式，继续为青岛市无
偿献血事业发展奉献更多的光
和热！”何志强说 。

泉州2024人登记人体器官捐献
本报讯（王文光）8至11月，福建省泉州

市各级红十字会围绕“生命之约 大爱传递”
主题，开展了 4场不同形式的人体器官捐献
登记活动，参与志愿者 34人次，受益群众约
900人次，新增遗体器官志愿登记2024人次。

太谷区11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太红）11月6日，山西省晋中市

太谷区红十字会开展主题为“爱心奉献 救在
身边”无偿献血活动。76人成功献血，献血
总量30400毫升，11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新余举办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活动
本报讯 （新红）11月 10日，江西省新余

市红十字在培训基地举行了一场以“生命接
力+生命教育”为主题的遗体器官捐献集体
志愿登记活动。新余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带头签署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皖西学院515名大学生无偿献血
本报讯 （卢余）11 月上旬，安徽省皖西

学院联合六安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515 名大学生成功献血 151160
毫升。

鄞州区“生命礼敬园”开园
本报讯（甬红）11月9日，由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红十字会牵头，区慈善总会、五乡镇
人民政府和同泰嘉陵陵园参与共建的“生命
礼敬园”正式开园。该项目占地总面积 350
平方米，它的建成是鄞州区红十字捐献事业
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岳阳新增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李红霞）近日，湖南科伦制药

有限公司李子轩（化名）和张谷英中心小学赵
晔（化名）两位爱心人士，先后来到湖南省岳
阳市中心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献出珍
贵的“生命种子”，分别成为岳阳市第 436、
43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山村老人无偿捐献遗体
本报讯 （蒙红）11 月 7 日，山东省临沂

市蒙阴县垛庄镇杨树底村 70岁的刘元理老
人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家人遵照其生前遗
愿，将其遗体和眼角膜无偿捐献给滨州医学
院和山东省眼科医院，供作医学研究。刘元
理老人成为蒙阴县第 2 例遗体和角膜捐献
者。

巴马开展“公务员无偿献血月”活动
本报讯 （韦明崧）11月 9日、11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组织开展
了2022年度“公务员无偿献血月”公益活动。
有115名志愿者成功献血，献血总量40600毫
升。

宜昌女子捐献器官救3人
本报讯 （宜红）11月 10日，湖北省宜昌

市47岁市民高素月因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
抢救无效后不幸离世。按照其生前意愿，她
捐献了肝脏、双眼角膜，为3名患者完成生命
接力。

达州成立三献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达红）近日，四川省达州市举

办了稀有血型献血者联谊活动暨达州市红十
字“三献”志愿服务队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成立大会。

泰州应急救援队服务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程新玲）11月 11日至 13日，江

苏省泰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12 名骨干
队员来到血站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协助血
站工作人员录入信息、分装血袋、粘贴标
签、发放宣传材料、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等。

靖江开展器官志愿登记活动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省靖江市红

十字会联合靖江市 179志愿者协会举行“生
命不息 爱心永恒”器官捐献登记宣传活动。
多位市民进行网上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

廊坊“献血达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廊红）10月 31日，河北省廊坊

市文安县杨先生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完
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血液病患者送去希望，
成为河北省第627例、廊坊市第27例、文安县
第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西湖区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夏舒祎）近期，江西省南昌市

西湖区红十字会与南站街道铁路二村社区携
手开展“喜迎二十大 传递博爱心”义诊暨遗
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50余名志愿者参与活
动。

黄山新增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志

愿者孟世锋、黄永刚，先后在芜湖某医院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至此，黄山市造血干细胞
年捐献量突破10例。目前，黄山市库容已达
1665人。

兴国19岁少年捐献器官救5人
本报讯 （刘秀君）近日，江西省赣州市

兴国县永丰镇19岁少年立鑫，因意外摔伤抢
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含泪
签下人体器官捐献确认登记表》捐献了立鑫
的一肝、双肾和一对眼角膜，帮助5名患者重
获新生。

（上接一版）
与此同时，“博爱申城”志愿

服务项目还积极寻求合作与支
持，以实现项目社会效益的最大
化。如“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
讲进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社区应
急救护知识技能培训志愿服务项
目、社区失智失能老人老年介护
知识培训项目，均作为上海市条
块联动志愿服务试点项目参与市
精神文明办社区条块联动，实现
项目社区孵化。杨浦区爱康癌症
康复服务中心开展的“向生活微
笑癌症患者康复项目”，上海市健
康关怀志愿服务组织实施的“健
康关怀志愿服务项目”，静安区天
目西路街道红十字会开展的“被
遗忘的时光——失智失能困难老
人关爱康复服务项目”，上海市红
十字胸科医院申报的“践行红十
字精神——仁心仁术心患救助”
志愿服务项目，黄浦区五里桥街
道实施的“公益课堂学救护，志愿
行动来反哺”，上海公安学院“学
警守‘沪’，为爱播种——浦东新
区‘三镇联动’特殊人群战疫帮扶
志愿服务”等项目，都得到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的肯定，获得全国红
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发展计划重点
支持。

打造品牌，助力持续成长

无论是志愿服务的平台，还
是志愿服务的项目，品牌始终是
最具辨识度的标志。红十字志愿
服务的品牌化建设，就是要围绕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立
足中国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实践，以改善最易受损人群为己
任，在创新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不断注入红十字元素，体现红
十字文化。

经过几年沉淀，“博爱申城”
志愿服务项目已拥有了较为稳定
的志愿服务实施主体、核心的骨
干志愿者、固定的服务对象、明确

的工作目标和配套的志愿服务基
地。其中，志愿服务实施主体主
要来自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组
织、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志愿服
务组织和高校红十字志愿服务组
织。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队伍参
与“博爱申城”志愿服务项目的热
情也与日俱增。项目的骨干志愿
者普遍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较
强的协调能力、灵活的应变能力、
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无私的奉
献精神，其中不乏红十字救护员、
社会工作者、医护人员等专业志
愿者。

2021年，上海市红十字会针
对“博爱申城”志愿服务项目品牌
化建设工作开展了专题调研，并
总结提炼出品牌化建设的四个关
键要素：首先，品牌化建设要明确
项目定位，聚焦项目优势，要重视
志愿服务项目的品牌传播，和志
愿者的成长；其次，要强化专业志
愿者的招募、培训，要强化创新在
志愿服务品牌化建设中的作用，
强化红十字文化、红十字元素在
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体现；第三，要
引入社会资源加入，通过精准对
接需求、持续优化合作，找到与品
牌志愿服务项目合作伙伴的契合
点、共赢点，制定切合实际并可持
续发展的项目书；第四，要强化对
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者的评估，
通过非货币化价值的计算，合理
统计志愿服务在社会进步与发展
中的贡献比值，更大程度地调动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的服务热
情和创新意识，为志愿服务发展
注入蓬勃生机。

上海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志愿服务事业是高尚的事
业，志愿服务活动是弘扬红十字
精神的生动实践。市红十字会将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道，用志
愿服务精神奉献社会，用志愿服
务行动传播爱心，让“博爱”之花
开满申城。

三献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