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高红）10 月 19 日，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区派驻马厂湖
镇某村的第一书记尚志志（化名）
在山东省立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
细胞捐献，成为临沂市第108例、
高新区第2例，也是临沂市首例在
职第一书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988年出生的尚志志，是一
位富有爱心的小伙子，一直在助
力乡村振兴第一线认真做着自己
的本职工作。2017年，尚志志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为挽救他人生
命做好准备。

今年 8 月，正在村里处理工
作的尚志志接到高新区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有患者与

他检索配型成功，询问他是否同
意捐献。面对需要挽救的生命，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积极配
合完成了后续的高分辨及捐献前
体检等工作。

10 月 12 日，尚志志前往山
东省济南市实施捐献。“尚志志
同志，为了拯救患者的生命，您
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您的这一
人道善举使患者获得了重生。”
在山东省红十字会为尚志志颁
发的荣誉证书上，给予了他崇
高的敬意。“能够为患者提供战
胜‘病魔’的机会，我感到十分
光荣。”尚志志捐献完成后欣慰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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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生命接力 人道伴行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红十字会在全州县举行以

“生命接力 人道伴行”为主题的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目
前，桂林市人体器官捐献已达500余例。 （邓琳 唐思嘉）

■ 赵玮玮

10月的安徽合肥，遭遇了近
两年多来疫情防控最大的挑战，
多个地区实行疫情管控，整个城
市慢了下来。但在严峻形势下，
仍有一群人坚持不懈与时间赛
跑，为生命护航，在短短 15 天实
现造血干细胞捐献9例。作为一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者，
我参与了每一例捐献，并将每日
点滴记录下来。

10月12日 合肥 心情：晴

疫情形势越来越紧张，肥东
县1例异常，瑶海区1例异常……
今天，正在等待捐献的淮北志愿
者大鹏（化名）入住的安医大一附
院北区，正好在瑶海区。两地分
居的大鹏，本想趁在合肥捐献的
机会多陪陪家人，但疫情之下，为
了保障捐献顺利进行，大鹏放弃
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独自
待在医院。注射动员剂后，他出
现了一些不适反应，可因为医院
疫情防控升级，我没办法陪在他
身边，大鹏就自己默默坚持，直到
完成捐献，他才长舒一口气。当
读到小患者写给他的那句“虽然
我们未曾谋面，但您已是我的亲
人和恩人”时，大鹏双眼湿润了，
顿时觉得自己所有付出都是值得
的。

此时此刻，我已联系好合
肥另外一家定点采集医院，刚
刚举行完婚礼的亳州志愿者晓

强（化名）即将入院做捐献准
备 。 期 待 后 天 的 捐 献 一 切 顺
利。

10月17日 合肥 心情：晴

今天，我见到了志愿者刘工
（化名）。47岁的他，在难得的请
假机会面前，没有陪伴家人、会见
朋友，却选择从连云港的项目工
地跨越近千里赶回安徽捐献造血
干细胞，挽救素不相识的患者。
还记得今年 8 月，刚从国外项目
部转战连云港的他，接到了我打
来的电话，我告诉他和一名白血
病患者初配成功。当时，他激动
地对我说，没想到真有机会能救
人一命，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难得回国的他，原本计划回淮南
老家过中秋节，正好在这个时候
接到高配、体检通知，一切都是刚
刚好的安排。

在今天苏州到合肥的高铁
上，一位同样来自淮南的志愿者
舒律师，在刚刚完成出庭后，不顾
身体的疲惫，跨越百余公里连夜
回皖，只为兑现自己 6 年前的生
命承诺。他说，无论在哪，不管多
忙，我都会回来，救命比什么都重
要！因为疫情管控，我无法陪伴
照顾，他却笑笑反过来宽慰我说，
不要紧，请你们放心。就这样，舒
律师背着手提电脑和一大堆材料
入院，病房成了他办公的场所和
临时“法庭”。明天，他还要在医
院参加线上开庭，真的要给你点
个赞！

10月20日 合肥 心情：阴转晴

昨天，安庆志愿者王医生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刚刚，淮北
志愿者龙兵（化名）也顺利完成采
集。但今天，我们又遇到了新的
难题。瑶海区全区封控，经开区、
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部分区域
封控……合肥4家定点采集医院
几乎都在封控区。“医院封控了，
捐献者入院怎么办”“已经向领导
汇报，现在协调”“目前合肥疫情
形势严峻，我们需要把志愿者送
到你们医院捐献采集”“没问题，
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待命。”看到
省红十字会跟定点采集医院协调
捐献，各方都积极支持，我一直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10月21日 合肥 心情：多云转晴

今天，我见证了一场跨越南
京、马鞍山、合肥两省三地的生命
接力。“拯救生命必须分秒必争，
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这次捐献，
什么困难我都能克服，付出多少
都值得。”马鞍山志愿者小胡着急
地给我打来电话。他原定 10 月
23日入院，准备来合肥前，南京、
合肥的疫情形势双双变得复杂，
小胡的健康码也变成了黄码。为
了不影响捐献日程，他提前请假，
主动居家隔离，可 5 天后他的黄
码还没变，这让他很着急。他第
一时间拨打了市长热线，又一趟
一趟去社区找网格员协调，终于
在昨天晚上转成了绿码。

按照目前合肥的防疫政策，
抵达合肥后需要居家隔离7天才
可以出行，但那位小患者已经进
入了无菌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
无法按时捐献将意味着什么。

省红十字会的办公电话不停
地响起，捐献办的工作人员一边
向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一边
和采集医院进行沟通。与此同
时，采集医院也积极与时间赛跑。
最终，在血液科、实验室、医务处
等各部门配合下，确定由合肥市
红十字会协调市疫防办，通过闭
环转运的方式，让小胡提前 1 天
住进血液科缓冲病房，按期注射
动员剂。

在采集室内，我提前为小胡
准备了洗漱包、防疫包和吹风机
等生活用品，还有造血干细胞捐
献宣传资料。刚刚，小胡一到站，
便坐上了早已在高铁站等候的转
运车，直奔采集医院。

10月22日 芜湖 心情：晴

今天早晨，亳州志愿者嘉
奇（化名）再次来到采集室，采
集了 170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听到医生说造血干细胞质
量很好时，他如释重负：“这次
捐献真的太不容易了。现在，
我的任务完成了，希望患者能
够早日战胜病魔！”就在昨天，
嘉奇刚刚在芜湖完成第一次捐
献。其实，他可以不用再次捐
献，但为了让患者恢复得更好，
他坚持再捐一次。

回忆这次捐献之行，嘉奇情
绪很复杂。他的妻子刚刚生完宝
宝，身体很虚弱，他自己 10 月底
还要参加一场重要的考试。当这
些事都赶到一起时，还有精力做
其他事吗？一头是人生大事，一
头是素不相识的患者的生命。两
相权衡，嘉奇没有犹豫：救人比什
么都重要。捐献流程顺利进行
时，偏偏赶上疫情，捐献完成回家
后还要隔离，错过考试怎么办？
考虑到嘉奇的实际问题，省红十
字会决定将捐献地点从合肥调整
到芜湖。我立即与芜湖的采集医
院联系，在病房十分紧张的情况
下，医院及时为志愿者协调出单
独病房。

就在今天，淮南志愿者舒律
师完成捐献后，没有过多休息，就
匆匆赶往高铁站了。阜阳志愿者
苏杰（化名）也做好了捐献准备，
后天就该他上场了！

10月28日 芜湖 心情：小雨

今天，小胡终于完成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采集。从10月12日
淮北志愿者大鹏捐献，到今天小
胡捐献，疫情未能阻挡 9 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的爱心传递。

合肥的疫情逐渐缓解，大家
的生活也逐步恢复正常。翻开
捐献计划表，未来几天，还将有3
名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赴采集
医院完成捐献。他们的大爱如
一盏盏灯，让人们看到希望和光
明。

爱心宝贝的捐献服务日记
——安徽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掠影

■ 滕人彤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郭希龙
一家三口，既是无偿献血者，又都
是红十字志愿者，是一个光荣的
党员“献血之家”。二十年来，全
家累计捐献全血 8200毫升，血小
板 344 个治疗量，折合献血总量
77400毫升；7人次获得国家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两人被评为“献
血之星”；10余年参加志愿服务，
现累计服务工时近 6000小时，三
人分别获得志愿服务终身荣誉、
五星级和二星级称号。

无偿献血二十年

郭希龙是一名退役军官，党
龄30年。在部队服役期间，他多
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
人等荣誉，还被原沈阳军区评为

“学雷锋、学苏宁、学习成才”先进
个人，获学雷锋铜质奖章。他是
这个家中第一个献血的。1994
年军校毕业不久，他就在部队参
与献血。2003 年 4 月，郭希龙开
始在大连参加无偿献血，至今 20
年从未间断，目前已累计献血
177次，捐献全血2800毫升，血小
板 190 个治疗量，折合献血总量
40800毫升。

2007 年 7 月，郭希龙加入中
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从 2014 年 12 月开
始，他已连续 89 个月，每个月捐
献至少1个治疗量血小板。郭希
龙连续4次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2018年被大连市评为
第十四届“献血之星”。

2013 年 1 月，郭希龙加入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利用休息时
间提供志愿服务，三次被评为“十
佳队员”，现累计服务工时 4000
余小时，获终身荣誉奖。他一直
积极参加血液中心、红十字会组
织的活动，有 3 篇文章被收录在
全国无偿献血与志愿服务文集
中。2019年，郭希龙被授予大连
市红十字志愿服务标兵荣誉称
号。

全家总动员

郭希龙的妻子王艳萍，是中
心医院一名护士。她深知血液对
挽救生命的重要性，再加之受丈
夫影响，从 2007 年开始无偿献
血，折合献血总量 33600毫升，其
中全血 2400 毫升，血小板 156 个
治疗量，连续 3 次获得国家无偿
献 血 奉 献 奖 金 奖 ，1 次 银 奖 。
2019 年，获评大连市第十五届

“献血之星”。忙碌的医护工作之
余，她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现已志
愿服务 1300余小时，两次获得国
家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五星级表
彰。王艳萍两次获评大连市优秀
护士，多次被医院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还获得“百姓最喜爱的健康
卫士”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女儿郭鹤高考结束后主动提出
献血，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成人
礼，开启了她的献血之路。现
在，她的献血总量已达到国家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标准。她还
自愿申请加入服务队，成为服务
队当时年龄最小的志愿者，获得
国家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二星级
表彰。2017 年 7，郭鹤加入中华
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

新冠疫情爆发后，他们一家
三口继续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工
作，即使在管控期间，也想方设法
前去献血。日常生活中，一家人
坚持锻炼身体，健康饮食，确保每
次都能成功献血。他们经常说，
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无偿献血与志愿服务道路上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家三口献血77400毫升，7次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光荣的党员“献血之家”

本报讯 （党琪）10 月 7 日，祖
籍四川省广安市的王渝在陕西省
西安市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按
其生前意愿，捐献了遗体和角膜。

1956 年，王渝和丈夫王道荣
在重庆市完成学业后，被分配至云
南工作。后来，他们响应国家支援
大西北的号召，来到西安西光厂，
一干就是30余年，直至退休。

2019年，年事已高的王道荣因
病住院。在病床上，他向家人表达
了自己捐献遗体的想法，得到了家
人的一致支持。但女儿王丽娟从
来没有接触过遗体捐献，不知道该
如何办理相关手续。王丽娟给在
上海工作的女儿打电话咨询。女
儿性格爽朗，说：“这个事情好办，
直接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网站上登记注册就可以！您把
姥爷的身份证信息发给我，我替姥
爷办理。”在外孙女帮助下，王道荣
正式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王道荣去世后，捐献了自己的
遗体和角膜，实现了生前夙愿。今
年10月，王渝走完了平凡的一生，

她选择和老伴一样，捐献了自己
的遗体和角膜，帮助需要的人。

“对于父母的捐献行为，身
边有赞同的，也有质疑的。我们
理解其他人对这件事有不同的
认知，但这不会改变我们的决
定。”谈及父母捐献遗体和角膜，
王丽娟说：“捐献遗体和角膜可
以促进医学事业发展，帮助眼疾
患者重见光明，这是一件好事。
只要能帮助别人，我们就很开
心，父母生前也一直这样教导我
们。我们兄妹将来也会捐献遗
体和角膜。”王丽娟的女儿也登
记了人体器官捐献，还是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

拿着父母的遗体和角膜捐
献证书，王丽娟深情地说：“父
母的逝去我非常伤心，当我一
个人独处时，常常会流泪，我很
想念他们。但我觉得他们的人
生非常有价值。当我在陕西省
红十字遗体捐献中心‘生命永
恒’纪念碑上看到父母的名字
时，我感到非常骄傲！”

祖孙三代的捐献情怀

临沂驻村书记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陈贝 李锦文）8月
9 日，家住安徽省亳州市的程志
杰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享
年67岁。根据其遗愿，去世后捐
献遗体及眼角膜。老人的一对眼
角膜将帮助2至3人恢复光明。

程志杰罹患肿瘤多年。一年
前，在亳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见证下，程志杰和妻子童金丽双
双签署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成
为亳州市首个夫妻共同签下无偿
捐献遗体和器官志愿书的家庭。

十余年前，程志杰老人就有
了捐献人体器官的想法。当时，
他在媒体报道上看到，许多患者

急需器官移植救治生命，于是他
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不
仅十分支持他的想法，还决定和
他一起加入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
者队伍。

由于当时程志杰还年轻，女
儿程盛楠就没着急为父母办理相
关手续。去年 6 月，程志杰病情
突然恶化，老人再次提出要尽快
签署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程盛
楠尽快联系了亳州市红十字会。
很快，工作人员来到老人家中，为
他们办理了相关手续。8月 9日
晚，程志杰安详离世，完成了遗体
及眼角膜捐献。

亳州六旬老人捐献遗体及角膜

云南举行器官捐献健步走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许晓锐）10月 28日，由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云南省红十字会主办
的云南省 2022 年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宣
传季“生命之约·大爱传递——让人道之花绽
放”5.8公里健步走主题宣传活动在云南省楚
雄市彝海公园举行，500余人参加活动。

石家庄一日新增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石红）10 月 18 日，河北省石

家庄市一日内两位志愿者完成造血干细胞
捐献。退伍军人郑先生成为河北省第 624
例、石家庄市第 174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在河南省周口市工作的卢先生成为河北省
第 625 例、石家庄市第 175 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宿州欢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宿红）11月4日，安徽省宿州市

红十字会举办曹海峰同志赴芜湖捐献造血干
细胞欢送会。曹海峰是中石油天然气管网公
司某分公司的一名职员，2018年加入中华骨
髓库。欢送仪式后，曹海峰启程赶赴芜湖某
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宿州市第 3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南通“80后”退役军人捐献生命种子
本报讯 （南红）10月 25日，江苏省南通

市通州区“80后”退役军人姚春辉（化名）在
某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液病
患儿送去生命的希望，成为南通市第 66例、
江苏省第 1096例、全国第 14174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西安六旬老人捐献遗体和角膜
本报讯（齐佳兴）9月27日，陕西省西安

市鄠邑区 64岁老人穆生厚因病离世。按照
其生前意愿，完成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穆
生厚出生于 1958年，2003年半身不遂，生活
不能自理。2020 年 8 月 7 日，穆生厚在家人
帮助下，通过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登记成
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盐城24岁小伙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亭红）11月1日，居住在江苏省

盐城市亭湖区的 24岁小伙陈强（化名）在江
苏省南京市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素
不相识的白血病患儿带去生的希望，成为亭
湖区第 7例、盐城市第 8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新津3人一同进行人体器官捐赠登记
本报讯（新红）11月1日，四川省成都市

新津区红十字会为三名“60 后”阿姨进行了
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她们表示，希望以自己
的力量为国家医学发展做一些贡献，区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耐心仔细地解答了她们的问
题。

富阳退伍军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富红）10月 18日，退伍军人夏

杰（化名）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挽救了一位患者的生命，成为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区第 36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3 年，夏杰加入中华骨髓库，为这次捐献
等待近10年。

山丹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李英）近日，甘肃省张掖市山

丹县卫生健康局和县红十字会联合发起“点
点滴滴热血浓 人道博爱处处情”无偿献血活
动。10 月 24 日，县机关干部职工共有 87 人
参与献血。

莲花完成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王剑新）近日，江西省萍乡市

莲花县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刘女士在江西
省人民医院顺利完成捐献，开启了莲花县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先例，成为江西省第266例、
萍乡市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全省
组工干部造血干细胞捐献第一人。

靖江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靖红）近日，27 岁的江苏省靖

江市小伙严先生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为远方不知名的患者送去了重
生的希望。严跃先是一名退役军人，每年都
会献血一两次，已累计献血 13次，2018年加
入中华骨髓库。

上饶实现今年第22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上红）11月1日，在江西省上饶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证下，一位因车祸意
外受伤的志愿者捐献一肝两肾，将挽救 3名
患者的生命，这是上饶市今年第22例人体器
官捐献。

锦丰镇童细妹成功捐献人体器官
本报讯（张楚 徐婷）近日，55岁的江苏

省张家港市锦丰镇人童细妹不幸离世，家人
遵从其生前意愿捐献人体器官。目前，她的
肝脏和肺脏已顺利移植给需要的患者。童细
妹是张家港市第 19位器官捐献者。截至目
前，张家港市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 2094
人。

绍兴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绍红)近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退役军人潘小超
（化名）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绍兴市第
4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为血液病患儿送去

“生命种子”。截至目前，绍兴市共有8715人
加入中华骨髓库，成功捐献 47例，其中一人
为两次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