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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山东实现新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鲁红）1月 9日，山东省 2023年

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周家家完成造血干细
胞采集。当天，山东省红十字会医学捐献服
务中心主任刘文罗前往医院看望慰问周家
家，为其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和慰
问金，送上鲜花和新年礼物，同时送上新年祝
福。

郑州“95后”实现新年第一捐
本报讯 （张予）1月 3日，河南省郑州市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迎来“开门红”，“暖男”
小王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血
液病患者送去新生希望，用自己的大爱为这
个寒冬带来融融暖意。小王是郑州市第 387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郑州市“新年
第一捐”。

鞍山志愿者奉献热血显担当
本报讯 （鞍红）近日，受新冠疫情和寒

潮影响，临床用血激增，血库告急。辽宁省鞍
山市红十字会迅速行动起来，第一时间向全
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号召全市红十字会
员单位和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活动。1月 2
日，市红十字会联合铁东区卫健局、铁东区红
十字会和千山区红十字会组织近200名红十
字会员和志愿者，来到景子街购物广场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

益阳完成新年首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益红）1月 7日，湖南省益阳市

实现 2023年首例人体器官捐献，捐献肝脏 1
个、肾脏 2个，将帮助 3名重症器官衰竭患者
重获新生。2022年，益阳市共完成人体器官
捐献46例，捐献大器官133个，招募捐献志愿
登记者2182人。

珠海退役军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高斯曼）近日，广东省珠海市

“95后”彭松文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全
国第 14509例、珠海市第 50例非亲缘性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惠州开展无偿献血宣传
本报讯（惠红）1月17日，广东省惠州市

红十字会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到滨江
公园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分发宣传单
300余份，采血10800毫升。

鄠邑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鄠红）1 月 12 日至 13 日，陕西

省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组织全区各单位在
人民路广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现场，
党员干部纷纷伸出臂膀，献出热血，共有 383
名党员干部群众成功献血。区红十字会现场
还发放宣传手册，宣传无偿献血、遗体器官捐
献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江宁区开展区级机关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江红）1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

江宁区级机关工委和区卫健委、区红十字会
联合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号召区级机关
党员干部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踊
跃参与无偿献血，全力满足南京市大量血液
病、创伤急症、危重孕产妇及肿瘤等病患的救
治需求。本次活动将持续至2月20日。

西海岸新区开展献血系列活动
本报讯（王怀霞 刘青）近日，受新冠疫

情和严寒天气影响，血库告急。青岛市西海
岸新区红十字会积极行动，及时转发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和中国红十
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总队的献血倡议书，广
泛开展“热血拯救生命，爱心助力防控”系列
活动，动员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及爱心市民撸
袖献血，拯救生命。元旦后，已有 1045名爱
心市民献血 40.17 万毫升，22 人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

福山区6天148人献血逾5万毫升
本报讯 （福红）春节前夕，山东省烟台

市福山区红十字红色爱心之家志愿服务队举
办了为期 6天的无偿献血活动。其间，福山
区共有148名爱心市民无偿献血57100毫升。

余姚号召爱心人士无偿献血
本报讯（余红）“阳潮”汹涌，血库告急。

为缓解用血紧张的境况，浙江省余姚市红十
字会第一时间转发浙江省红十字会《关于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和暖心志
愿服务的通知》，下发无偿献血倡议书，并通
过公众号宣传，号召广大爱心人士参与无偿
献血。

临湘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临红）1月11日，湖南省岳阳市

临湘市红十字会组织市卫健系统医务工作者
们排起长队，陆续登上献血车，为爱挽袖。仅
6个小时，共有 189名医务人员成功献血，总
计献血量71600毫升。

营口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举办欢送仪式
本报讯（营红）1月11日上午，辽宁省营

口市红十字会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李涛赴沈
捐献举办欢送仪式。营口市、站前区红十字
会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红十字志愿
者代表参加了仪式。截至目前，营口市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为5792人。

晋中红会发布无偿献血倡议
本报讯 （张荣）受疫情和寒潮等多重因

素影响，临床用血库存紧张。山西省晋中市
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发出无偿献血倡议，号召
全体市民积极加入献血行列。

■ 刘旖晗

1 月 10 日，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红十字会再次收到来自朱小
敏的定向捐款，这是她第二次向
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家属定向
捐款，用于帮助捐献者家庭中 6
至18岁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去年捐款之后，她就说要一
直做下去，这不她在外地出差，就
让我赶紧先帮她捐上。”朱小敏的
家人将她的心意交到了东营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手中。

志愿者成为捐款人

朱小敏不仅是捐款人，还是
东营区红十字会遗体器官（角膜）
捐献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
长期利用业余时间活跃在遗体器
官（角膜）捐献志愿服务一线。她

多次被市区两级红十字会遗体器
官捐献志愿服务队评为“最美志
愿贡献者”。

在多年的志愿服务活动中，
朱小敏被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
及捐献者家属的大爱精神所感
动，并产生敬畏之心。

“用哪种方式可以帮到那些
因失亲陷入困境的捐献者家庭？”
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朱小敏的心
里。

2022 年春节，参加了“温暖
送万家，博爱在东营”遗体器官捐
献者家庭走访慰问活动后，朱小
敏决定向遗体器官（角膜）捐献家
庭定向捐款，帮助 6至 18岁学生
顺利完成学业。

2023年春节前夕，朱小敏委
托家人再次向东营区遗体器官
（角膜）捐献者家庭定向捐款。

点对点服务捐献者家人

2022 年 5 月，在东营区红十

字会指导帮助下，区红十字会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郑
金龙和团队骨干齐红英、王洪涛

等成立助学部，专为捐献者家属
中 6 至 18 岁的学生开展助学等
志愿服务，并设立“生命接力+生
命教育”助学项目，开展“六个
一”活动：每月一个电话（微信）；
每季度一次走访慰问；每个毕业
季一份礼物；每年一个微心愿
（生日）；一次聚会（中秋或春
节）；一次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
的社会实践活动（瞻仰烈士墓，
祭扫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碑，观看
励志电影）。

这不仅是一种点对点的服
务，同时体现中华民族“德不孤，
必有邻”传统。东营区红十字会
将继续开展遗体器官（角膜）系
列活动，为适龄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付出努力，让遗体器官捐献者
家属感受到“失亲不失爱”的关
怀。

既是志愿者又做捐款人，她表示——

让捐献者家人“失亲不失爱”

朱小敏参加东营区红十字会遗体器官（角膜）捐献志愿服务队
的活动。

1月10日，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17名志愿
者赶赴市中心血库参加无偿献血，为临床亟待输血救治的患者送去
希望。连日来，该队还围绕“热血战疫，为爱逆行”主题，配合东阳市
中心血库，前往巍山镇、六石街道、南市街道、江北街道等乡（镇、街
道）开展了20余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金红）

献热血 迎新年

■ 朱爱国

1 月 7 日，周末，天寒地冻。
一早，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政府
广场前就聚集了很多跃跃欲试的
人。

“我是党员，也是组织发起
者，我先来打头阵。”城固县直党
工委副书记刘龙刚对采血工作人
员说。

2022 年底，各地血库库存
告急，各级卫健委、红十字会、疫
情防控联动机构向社会发出倡
议，鼓励社会民众尤其是各级党
政企事业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城固县接到汉中市发
出的倡议后，积极响应，组织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

“受疫情影响，很多人担心献
血会影响身体健康，咱们可以先
发动党员群体带头积极行动，你
看怎么样？”县无偿献血牵头人和
县红十字会负责人在元旦期间电

话频繁沟通。
1月4日，由县献血领导小组

牵头人和县红十字会组织的献血
动员座谈会在县委组织部会议室
如期召开，县红十字会向参加座
谈会的县非公党工委、县直机关
党工委、县个体私营党工委、县社
会组织党工委等四个组织和社会
发出献血倡议。

“首期我们有 25名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报名参加……”4个单
位在向行业内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发出倡议后不到两天，纷纷向
献血牵头组织报告。龙头镇围绕
献血的意义、当前献血注意事项、
倡导党员群众积极参与献血制作
了宣传小视频；沙河营镇领导带
头走上献血车……1月7日，县政
府广场；11日，城固县文川、老庄
政府广场；12日，柳林、龙头政府
院内；13日，上元观、沙河营政府
广场；14日，县政府广场……寒冷
的冬天挡不住大爱无疆的脚步，

活动现场随处可见踊跃的献血人
群。

“政府有倡议，社会有需要，
我是党员献点血做点贡献，是个
好事。”参加完献血的个体业主田
立功和人高兴地说着。

两周时间，8场献血活动，人
民群众、社会阶层、党员干部纷纷
伸出温暖的臂膀加入献血队伍。
据了解，截至1月16日，城固县无
偿献血共有 740 人次参加，共采
集血液14.8万毫升。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到 2
月底，预计将有 1200 余人次参
与。

“没想到城固民众献血热情
这么高，今天飘着这么大的雪花
都没影响大家参与。城固血液给
全市血源贡献了很大力量！谢谢
你们！”1月 14日活动结束后，汉
中市中心血站主任马宜兴高兴又
感激地说。

“我是党员，我先来！”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侧记本报讯 （泉红）1月 8日，福

建省泉州市红十字Rh阴性血型
志愿队队长林德平与两名志愿者
驾车前往莆田，为因患急重症住
院的患者方女士献血，使其及时
转危为安。患者方女士家属对挺
身而出的3位泉州“熊猫侠”表示
真诚的感谢。

1 月 6 日，泉州市红十字 Rh
阴性血型志愿服务队接到莆田一
名患者家属的求助信息，家属称
家人方女士因患急性再生障碍性
贫血等疾病住院治疗，但方女士
为 Rh 阴性 O 型血，即通常所说
的“熊猫血”，而当地血站 Rh 阴
性 O 型血没有库存。经多方联

系当地阴性血型志愿者，未能找
到能参加应急献血的同血型志愿
者。7日，方女士病情加重，处于
重度贫血状态，可能有生命危险。
了解到最新病情后，队员们互相
沟通联系，同为阴性O型血的志
愿者杨春名、谢友江主动报名捐
献。8 日上午，队长林德平驾车
带着两名志愿者，赶赴莆田市中
心血站，共捐献了 800 毫升血。
由于输血及时，患者转危为安，目
前正在康复治疗中。

自 2002年泉州市红十字Rh
阴性血型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
共有近 5000人次参加应急献血，
及时挽救了4000余人的生命。

泉州“熊猫血”志愿者异地应急献血

本报讯 （洪红）1月 4日，江
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为拯救一名高
二学生的生命，开展紧急献血行
动，先后有19名献血志愿者为其
献血6600毫升。

1月 3日晚 7时，洪泽中学一
名高二学生因身患白血病急需
O 型血的紧急求助帖在洪泽论
坛等网络媒体和微信朋友圈迅
速传开，顿时引发全城爱心人士
的积极回应，一场拯救花季少女

生命的奉献爱心响应行动迅速
展开。

次日，来自洪泽区各行各业
的爱心市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洪
泽采血点进行献血，他们中有老
师、有退伍军人、有该患者同学的
家长，他们中既有首次献血的年
轻人，又有多年无偿献血的老同
志，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洪泽区志愿者紧急献血挽救花季少女

本报讯 （池红）“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2022
年12月26日下午，一场简单而肃
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安徽省铜陵
市人民医院举行，池州市青阳县
第一中学老师柯捍平用大爱给大
家上了“最后一课”——完成眼角
膜和遗体捐献，实现了自己生前
最后的愿望。

当日下午13时28分，青阳一
中教师柯捍平，因病救治无效在
铜陵市人民医院去世。在他弥留
之际，主动让其家属联系青阳县
三献志愿者协会，要求在自己走

后将眼角膜和遗体捐献给社会。
青阳三献志愿者协会第一时间派
人赶往铜陵市人民医院，遵照其
遗愿，在铜陵市人民医院完成了
眼角膜和遗体捐献。柯老师的大
爱善举将使多位眼疾患者重见光
明，并为医学研究作出贡献。

柯捍平 1963年出生，1986年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先后从教于
陵阳高级职业中学、青阳县九华
中学、青阳第一中学。36 年来，
他孜孜不倦地在讲台上授业解
惑，兢兢业业地在岗位上发光发
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栋梁，也与

自己的学生结下深厚情谊。去世
前，他还带着 4 个班的生物学科
教学任务。2004 年 1 月，他曾被
青阳县教育局、人事局授予“高中
英语骨干教师”称号。

天有不测风云，即将退休的
柯捍平老师因病走到了生命的尽
头。在与病魔顽强抗争的过程
中，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继续为
社会做点奉献。最后时刻，他想
到的是通过遗体器官捐献继续实
现自己教书育人的愿望。柯老师
用自己最后的光芒给大家上了生
动的一课。

教了一辈子书，他又当上“大体老师”

柯老师的“最后一课”

本报讯 （锡红）1月上旬，江
苏某医院开启了一场大爱相“髓”
的生命接力。经过前期准备和动
员剂的注射后，医务人员在陈新
年身上成功采集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这些“生命种子”即刻送往远
方，缓缓注入一名血液病患者体
内，为其生命续航。陈新年成为
无锡市第 82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陈新年是无锡市某民营企业
法人代表。2014年，他在一次无
偿献血中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
2022 年 7 月，无锡市红十字会告
知其与一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者初配相合，他既惊讶又惊喜：

“时隔8年，终于等来了这一特殊
的缘分。”他当即表示愿意捐献。

当时，陈新年因工作原因远
在新疆，无锡市红十字会为了患
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将陈新
年的情况转达给新疆红十字会继
续跟进，新疆红十字会高度重视
并妥善安排，顺利完成捐献者前
期的血液高分辨检测及体检等工
作。

随着疫情政策的逐步放开，
半年后，陈新年跨越 3000 公里，
回到无锡为捐献做准备。他的家

人对此次捐献虽有一些担心，但
也表示支持，充分尊重他个人的
想法，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以己之力救助他人，都为
他感到骄傲。

年初，陈新年在无锡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陪同下赶赴南京入
院。注射动员剂的第三天，他收
到一封来自患者的亲笔信：“我是
一位单亲妈妈，您的捐赠挽救了
我的生命，还让我看到活下去的
希望。感谢您深明大义的父母将
您培育得如此无私和善良。风雨
无情人有情，虽然我们素昧平生，
但您雪中送炭的救命之恩我会铭
记于心，我会教育我的孩子懂得
感恩，长大后像您一样播撒爱心，
传递生的希望。”

入院 5 天后，造血干细胞采
集完成。谈起捐献经历，陈新年
感慨：“整个过程很顺利，没有任
何不适。我只要付出一点，就能
让对方的生命得到延续，是一件
幸运的事情。”

无锡市自 2002 年开展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工作以来，已有
1.97 万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
库，其中80余人次实现捐献。

跨越三千公里的爱
江苏省无锡市新年实现第8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马文娟）1月12日，
湖南省邵阳市红十字会为隆回县
邹延其老人的亲属颁发了《遗体
捐献荣誉证书》。

邹延其是隆回县罗洪镇中罗
江社区人，退役军人。2019 年 5
月，88岁的邹老执笔写信给隆回县
红十字会，请求县红十字会帮他实
现遗体器官捐献的心愿。6月14

日，县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来
到石门乡敬老院，帮助老人提交了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申请。

2022 年 12 月 29 日，邹延其
老人去世，享年92岁。按照老人
的生前嘱托，隆回县红十字会器
官捐献协调员多方联系，帮助老
人将遗体捐献给邵阳学院用于医
学教育、科学研究事业。

邵阳九旬老人实现遗体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