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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李正莲

“工作有力有效，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日
前，云南省委常委、曲靖
市委书记李石松对曲靖
市红十字会系统筹资所
取得的成效作出批示。

2022 年，曲靖市红十字会系统
募集款物实现新突破，总额达 1.74
亿元，募集款物总量全省红十字会
系统排名第一。

市县合力 聚焦中心工作发力

曲靖市红十字会系统紧紧围绕
全市奋进新征程、推动新跨越三年
行动，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三次分
配中的独特优势，有效整合各类资
源，充分调动人道力量，助力全市中
心、重点工作，形成了募捐筹资强大
合力。2022 年，全市红十字会系统
募集款物总额达 1.74亿元，其中：资
金 1.36 亿元，物资折价 0.38 亿元。
全市 9个县（市、区），麒麟、富源、陆
良、师宗、沾益、马龙6个县级红十字
会募集款物总额均突破千万。

麒麟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袁

冬生说：“我们抛弃过去被动‘等捐’
状况，每个人都是责任人，围绕党政
中心工作，主动‘寻捐’、多方式‘劝
捐’。”麒麟区红十字会的做法，是曲
靖市县两级红十字会筹资工作的缩
影。

聚焦疫情防控发力，架起“政
府-企业-群众”爱心桥，市长亲自为
向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捐赠近 500 万
元医疗物资的云南省医疗器械行业
协会以及捐赠50万元疫情防控资金
的云南曲靖钢铁集团扬钢钢铁有限
公司颁发捐赠证书。全市上下凝心
聚力抗击疫情，共接收抗疫物资及
资金捐赠 6304.96万元，为疫情防控
工作增添了动力。

聚焦教育助学发力，积极争取
党政重视，高位推动，探索完善“政
府资助+社会各界捐赠”的教育事业
发展专项基金模式，聚集社会力量
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利用“红十字博
爱周”、儿童节、教师节等契机，广泛
开展宣传筹资活动，争取社会各界
支持，2022 年全市共接收教育事业
发展捐赠3107.65万元。

聚焦乡村振兴发力，联合爱心
企业开展“助力常态防疫·清洁美丽

乡村”“万达情·洁万家”等爱心活
动，为爱心企业（个人）助力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提升以及社
会事业公共服务等方面搭建平台，
共接收捐赠资金 5154.11 万元投入
乡村振兴“主战场”。

精准切入 开拓网络筹款新局

曲靖市红十字会系统积极探索
“互联网+公益”筹资模式，2022年将
网络筹款作为募捐筹资提质提效的
重点工作来抓，瞄准低收入家庭学
子入学问题，策划实施博爱珠江源
助学行动——千名学子 3 年帮扶计
划“99公益日”网络筹款活动。各级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牵头召开协调
动员会议；联动乡村振兴局、教体局
等14部门共同发文，协调将“99公益
日”网络筹款列为乡村振兴驻村帮
扶年度考核激励指标推动。

“注重社会面上的宣传动员，倡
导‘人人公益’理念”，罗平县红十字
会许雪说：“为最广泛地发动群众，
我们组建了先遣队、施工队以及宣
传队三支队伍，全方位宣传发动。”

“99 公益日”期间，全市共倡议
10.92 万人次捐款 404.33 万元，创下

了网络筹款新高。“博爱珠江源助学
行动——千名学子3年帮扶计划”项
目被云南省红十字会表扬为“年度
优秀网络筹款品牌项目”，5 个县级
红十字会获省红十字会通报表扬。

该项目将帮扶全市1000名需要
帮助的在校学生，每人每年帮扶
1200元至 6000元，持续实施 3年，目
前第一批资金 335.6万元已下拨，正
在紧锣密鼓地执行。

依托项目 提升人道救助品质

曲靖市红十字会系统大力打造
人道救助品牌项目，依托项目开展
生活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贫困家庭
白血病患儿及先心病患儿救助等，
不断扩大精准救助受益面及提升人
道救助品质。2022年，全市“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红十字救心行动”“博
爱珠江源助学行动——千名学子 3
年帮扶计划”等助医助学助困项目
直接帮扶全市易受损群体 7.32万人
次。

广泛弘扬博爱精神开展送温暖
活动。当饱含浓浓情意的家庭温暖
包送到 94岁的王汉囡老人家中时，
老人家激动地拉着入户干部的手连

声道谢：“你们红十字会的人都是好
心人，大善人，感谢你们来看望我
们，谢谢你们的关心！”每年春节前
后，满载着党委、政府关怀和社会各
界温暖的爱心物资，播洒在珠江源
大地的角角落落，在寒冷的冬季，温
暖了人心。2022年全市红十字会系
统“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共发放
价值 675.27 万元的物资，受益群众
涉及11045户31866人。

联动各类基金会开展医疗救助
1455 人，救助金额达 708.3 万元，其
中：协调解放军总医院等专家团队
开展先心病义诊筛查3次，完成先心
病筛查38332人；“清肺之爱”尘肺病
救助项目协调昆明同仁医院等开展
筛查 3次，216人获救助；“爱心光明
行”眼疾病救助项目圆满结项，共投
入236万元救助5000余人。

协调爱心企业捐资500万元，建
成曲靖市遗体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
纪念园。

曲靖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
志愿服务队队长戚跃聪说：“纪念园
的建成，实现了捐献者家属和志愿
者的心愿，为社会公众和捐献者家
属搭建了缅怀纪念捐献者的平台。”

郑州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郑红）2月14日，河南省郑州市

医生马汝飞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郑州市第
391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大连“三献”志愿者走进直播间
本报讯（大红）近日，辽宁省大连市3位

红十字志愿者走进大连广播电视台FM1067
社区生活圈《学雷锋》专栏直播间，分享捐献
故事，号召更多人加入捐献者行列。

苏州企业经理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苏州）2月20日，永固工程技术

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项目经理邵伟东在
苏州某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苏州市第
21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临沂51岁乡医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临红）2月13日，山东省临沂市

郯城县市民杜辉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临沂
市2023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郯城
县第 13例、临沂市第 11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枣庄实现2023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石圣伟）2月27日，卜祥腾在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
山东省枣庄市 2023 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也是枣庄市第 60例、山东省第 1246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德州38岁货车司机送出“生命种子”
本报讯（马立伟）2月20日，山东省德州

市 38岁的货车司机苏安飞完成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救助一名7岁白血病患儿，他成为德
州市第 67 例，山东省第 1245 例，全国第
1469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盐城开展捐献志愿者回访行动
本报讯 （盐红）近日，江苏省盐城市红

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入库回访
工作，加强与捐献志愿者的联系，进一步确认
坚定捐献意愿，提升库容质量，同时对志愿者
信息资料进行核实、更新和补充。此次回访
将覆盖该市360余名新入库捐献志愿者。

朝阳志愿者参与服务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朝红）近日，辽宁省朝阳市红

十字会、建平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协助中
心血站参与县卫健局开展的无偿献血活动。
志愿者在活动现场开展宣传、动员、咨询、引
导、拍照等服务。当天共有79人献血。

■ 沧红

“这是我最后一次献血了。”2
月14日，河北省沧州市沧县纸房
头镇前营村村民崔德江一边献
血，一边感慨。

2 月 17 日是崔德江 60 周岁
生日，60岁是国家法定的献血最
高年龄。他赶在生日前，又捐献
了 2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为自己
长达 19 年的无偿献血经历画上
圆满的句号。

坚持献血十余年

2 月 14 日 9 时，崔德江来到
沧州市中心血站爱心献血屋。登

记、体检后，他从容地坐上了采血
椅。“崔大哥，感谢您为无偿献血
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提前祝您
生日快乐！”工作人员为他送上了
鲜花和祝福。他不好意思地笑
了：“以后我虽然不能献血了，但
还有一把力气。如果有需要我帮
忙的地方，你们随时喊我。”

崔德江无偿献血长达 19年。
2004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
市中心流动献血车，完成了第一
次无偿献血。

一次献血容易，但像老崔这
样坚持无偿献血十余年如一日，
并非易事。这还要从老崔儿子的
一次意外事故说起。

当时，老崔的儿子做心脏手
术，急需大量用血，这让经济并不
宽裕的老崔犯了难。他想到自己
此前的献血证，可以在血站报销
用血费用，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
急。经历这次事件后，崔德江决
定，今后自己要用献血的方式回
馈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只为挽救他人生命

捐献两次全血后，崔德江发
现捐献血小板的间隔期为14天，
比捐献全血的间隔期短很多，而
且捐献血小板的献血者比较少，
临床需求比较大。

“为了在能力范围内多献爱

心，我开始捐献血小板。”崔德江
说，他是一名个体经营者，平时工
作很忙，每献完一次血，他都会在
日历上做标记，提醒自己下一次
献血的时间。

崔德江常教育子女，认准的
事儿，就要坚持下去。他自己这
一坚持，就是19年。崔德江的无
偿献血总量已折合 40400 毫升，
相当于 10 个成人的总血量。他
曾两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

为了保证血液质量，崔德江
戒掉烟酒，定期锻炼，清淡饮食，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还经常
宣传无偿献血知识。在崔德江的

带动下，他的妻子、弟弟、3 个孩
子及朋友们也陆续加入到无偿献
血的队伍中。

沧州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说
起老崔，无不满心钦佩：“像他这
样一直坚持献血到 60 岁的志愿
者真是少见，特别值得称赞。”

谈起自己 19年的献血之路，
老崔表示并不是为了争荣誉，只
是想身体力行让更多的人了解献
血，在能力范围内多献爱心。捐
献的血液可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这是他一直坚持献血的最大
动力。老崔说：“我希望越来越多
的人能够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一起奉献爱心、挽救生命。”

河北沧县村民崔德江完成年龄上限前的最后一次无偿献血

老崔，生日快乐！

本报讯 （冯瑶洁）2 月 22 日
下午，浙江省东阳市节庆广场举
行了一场特别的活动——人体器
官（遗体、组织）捐献集体志愿登
记活动，36位志愿者从东阳各地
赶来，一起签下人体器官（遗体、
组织）捐献志愿书。

此次登记活动发起人朱亚萍
是东阳市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的
队长。她和丈夫都是中国人体器
官（遗体、组织）捐献登记者。

活动开始前，朱亚萍在志愿
服务队的微信群里发出了集体登
记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倡
议，让有意向的队员用“接龙”的
方式报名。共有 33 人通过微信
报名参加志愿登记活动，而活动
现场来了 36 位志愿者。志愿者
中年纪最小的36岁，年纪最大的
58岁。其中，签署人体器官捐献
25人，遗体组织捐献11人。

志愿者马艳平是东阳人，长
期在杭州工作。2017年，因身体
原因回到东阳，加入东阳市红十
字志愿服务总队。个子瘦小，皮

肤白净的她曾在 1996 年生产时
大出血，“当时的主治医师第一时
间为我从血库里取血，全力把我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马艳平
说，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需
要吃药治疗，但这段经历也让她
萌发了想要回报社会的念头。

58 岁的吴光军是一名退休
干部。退休之后的他更像是一名
专职志愿者，哪里有活动他就去
哪里。前段时间，在群里看见了
这次集体活动，他二话没说便报
了名。年初，吴光军还结对资助
了江北街道狮山杜小区的一名三
年级学生，“我想像对自己的孩子
一样好好培养他”。

周群芳和王美桃是一对来自
斯村的夫妻，经营着一家小型加
工厂。他们诚信经营，态度温和，
平常喜欢做一些公益，加入东阳
市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已有 5
年。夫妇俩在人体器官捐献表格
的“执行人”一栏写上了彼此的姓
名。

东阳志愿者集体登记遗体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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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9日，曲靖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方文华，党组成员、副会长朱
家灿到师宗县竹基社区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共惠及20户困难家庭。

2022 年 4 月 14
日，曲靖市遗体人体器
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园
落地揭牌，曲靖德龙陵
园捐赠 500 万元用于
纪念园建设，曲靖市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方文华出席捐
赠仪式并向捐赠企业
颁发捐赠证书。2022
年，全市共有 4066 人
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红十字会、县卫健委组织医务工作者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白衣天使的初心和使命，用热血
守护生命，用爱心传递希望。此次活动共有61名医务人员完成献
血。 （袁荣生）

让大爱传递

2022年9月6日至9日，曲靖市红十字会全体干部职工在市红十字会门诊部开展2022年博爱珠江源助学行动——千名学子3年
帮扶计划“99公益日”网络筹款活动宣传。此次活动共获得10.92万人次捐款404.3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