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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南京“三救”“三献”知识走进招聘会
本报讯（南红）2月17日下午，南京南站

北广场举行 2023“创响江苏”春风行动专场
招聘会，红十字志愿者在现场向广大居民群
众发放宣传资料，接受有关“三救”“三献”方
面的政策咨询，并招募了3名红十字志愿者。

福建大三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福红）2月16日上午，在福建省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医院血液科医护人员的
见证下，来自仰恩大学的大三学生卓钜凯入
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福建省第380例、泉
州市第3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北海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培训
本报讯（罗健平）2月10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北海市红十字会联合合浦县红十字会、
县卫健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县
人民医院开展 2023 年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培
训进医院活动。

彬州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彬红）3月 1日，陕西省彬州市

红十字会、共青团彬州市委联合市志愿服务
促进中心组织开展为期三天的无偿献血暨造
血干细胞采集活动。

南通小伙践行承诺挽救生命
本报讯（通红）2月22日，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红十字志愿者陆丽华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为一名血液病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成
为该市第 7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市红十
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尤春专程到南京看望
慰问陆丽华，为他加油鼓劲，并为其颁发了捐
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和奖章。

赣州32位医务人员集体登记器官捐献
本报讯 （谢晓芳）2月 20日，一场以“生

命接力·大爱传递”为主题的人体器官捐献
登记仪式在江西赣州爱尔眼科医院会议室举
行。当天，赣州爱尔眼科医院32名医务人员
集体签署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

大余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谢晓芳）2月17日上午，江西省

赣州市大余县红十字会在县城街心花园开展
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宣传活动，
向献血者发放宣传资料，引导他们采集血样。
当天共有9名献血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百色开展“三献”志愿服务交流活动
本报讯（李燕宁）2月18日下午，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红十字会组织 40余名红十
字“三献”志愿者及志愿者家属等到市中心血
站开展志愿服务学习交流暨“血站开放日”活
动。

贵港召开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
本报讯 （覃晓雨）2 月 17 日下午，广西

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联合
召开贵港市 2023 年度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
议。会议表彰了 2022 年全市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总结并肯定了
2022 年全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对 2023 年
全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和
希望。

桂林大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蒋颖娜）近日，在广西某医院，

桂林市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小何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中华骨髓库第14684例、广西第
517 例、桂林市第 55 例，也是桂林市 2023 年
首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泰兴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省泰兴市红

十字会在姚王街道开展“兔年开门红 热血助
健康”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500余人参与献
血，1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卢龙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卢红）近日，河北省卢龙县红

十字会与共青团卢龙县委、县卫生健康局共
同组织开展“热血青春 爱心暖冬”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活动。当日共有 21名志愿者参与
无偿献血。

龙泉举办广场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王怡武）2月14日，浙江省龙泉

市“浙江有礼 品质龙泉”“弘扬奉献精神 共
建文明城市”大型广场无偿献血活动在市人
民广场如期举行。龙泉市无偿献血与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 13名队员参与现场志
愿服务。当天共有 96人无偿献血，5人加入
中华骨髓库。

长泰区开展主题献血活动
本报讯（叶达道 陈秀娜）2月1日，福建

省漳州市长泰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卫健局组织
开展“热血送暖 为生命接力”主题爱心献血
活动，114人参加活动，83人成功献血。

宣恩开展主题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宣红）2月14日，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红十字会在爱心献血
屋发起“以爱之名，相遇2·14”为主题的无偿
献血活动。共有43位爱心市民参与献血。

青山湖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青红）2月 6日，江西省南昌市

青山湖区红十字会牵头全区各单位及镇（街
道）、园区机关干部在南昌市第十医院组织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无偿献血活动，共计
196人参加活动。

■ 滕镜淑 王春红

“我一个人献血 100次，不如
100个人每人来献血一次。如果
身体允许，我愿意一直干下去。”
作为山东省青岛市红十字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队市南中队队长，魏
文团因无偿献血接触志愿服务。
2012年躬身入局后，他一干就是
十年。一年 365 天，他几乎天天
在岗，无偿宣传献血知识、招募献
血志愿者、陪护照顾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办理遗体和器官捐献手
续……他以“春蚕”“蜡烛”自喻，
以“奉献自己照亮他人”为使命，
不遗余力地在无私奉献的道路上
发光发热。

志愿服务25000小时

“填写完这些内容，就可以到
那边做健康检查了。”在永旺爱心
献血屋，经常能看到魏文团忙碌
的身影。上午 9 时，他就拿上宣
传折页，开始一天的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和宣传招募。

事实上，今年 70岁的魏文团
曾经也是长期献血队伍的“主
力”。2005 年 11 月，他第一次到
青岛中心血站献血。

“我平时身体很好，没怎么去
过医院，第一次看到又粗又长的
针头，心里紧张极了。”魏文团说，

在工作人员的解释下他打消了顾
虑，成功献血，后来又捐献了血小
板。“当时已经50岁了，献完血后
身体也没有感到不适而且恢复得
很快，我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社
会做点贡献，就坚持了下来。”从
2005 年开始，他不仅捐献全血，
还多次捐献血小板，折合献血总
量共计17000毫升。

2012年，一次捐献血小板的
过程中，魏文团了解到还可以做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此后便一边
献血一边服务，直到60岁退休献
完最后一次全血。“不能献血，就
继续为献血这件事做点贡献吧。”
于是，他从一名献血者，“变身”为
无偿献血宣传志愿者，全身心地
投入到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中。

魏文团说，作为一名有着长
期献血经验的亲历者，由他来宣
传无偿献血应该更有说服力。无
论风吹飘雪的寒冬腊月，还是骄
阳似火的高温酷暑，不管在哪里
他都是一干就是一天。“只要献血
屋不打烊，365 天我会一直在。”
他笑着说，“用我女儿的话说我这
义工比正式工还忙。”

2016年，魏文团获得全国无
偿献血金奖、志愿服务终身荣誉
奖。截至 2023年 1月，他的志愿
服务时长达25000小时。

温馨、细致、耐心的献血服务

让魏文团成为很多献血者嘴里的
“魏大哥”。

“每次来永旺献血屋献血，看
到魏大哥就很开心，因为他的耐
心叮嘱和心理安慰，我顺利完成
了人生中第一次献血。在魏大哥
的带动下，我现在会固定来永旺
献血屋献血。”无偿献血者李先生
说。

青岛首位无偿陪护员

“要学春蚕到死丝方尽和蜡
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这
是魏文团的微信签名，也是他个
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成为志愿者后，魏文团的工
作主要围绕“三献”展开，他也成
为青岛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陪护
员，全程陪同捐献者，无微不至地
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2022年 10月 8日、9日，青岛
市第151例、第152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俞钧文和郭天雨分别入院
等待捐献，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魏
文团。房间里只有两张床，魏文
团就睡在一个旧得已经塌陷的沙
发上，坚持了6天，全程陪护两名
捐献者，直至两人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

尽管住宿条件差强人意，但
魏文团在陪护时仍尽心尽力：“这
些都是咱们志愿者该做的。”

捐献造血干细胞需要保证充
足的饮水，大夫要求一天的饮水
量至少是 3000 毫升。青岛市第
13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董皓入
院时忘了带喝水的大杯子。魏文
团就以 330毫升的矿泉水瓶为量
杯，将水烧开后晾凉，再灌进瓶子
里，每天给他量11瓶水喝，“我把
他们当亲人，他们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他们的年龄也和我孩子差
不多大，我能想到哪一步就为他
们做到哪一步”。

一天夜里，董皓感到腰部酸
胀，魏文团就起床与董皓背靠背
坐着，帮他拉伸，一直到凌晨两
点，直到董皓的症状得到缓解后
他才安心睡去。“直到现在，每到
逢年过节的时候，董皓还会给我
发消息送祝福。每个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志愿者都是心怀大爱的善
良的人啊！”魏文团说。

2015 年、2018 年，魏文团两
次获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
务“五星级志愿者”。截至 2023
年 2月，他共陪护了 13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志愿服务一直在路上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工
作狂。”魏文团笑着说，退休之前
他在铁路工作，退休后他将工作
热情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志愿服务

行业，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动员人们参与捐献和志愿服务。
他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外部

“动员剂”。
魏文团说：“很多人对造血干

细胞捐献认识不足，我以现实例
子说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方
式与捐献血小板一样，年龄18至
45周岁，符合献血条件就可以登
记留下血样，无损捐献者的身体
健康，一旦配型成功检测合格就
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近些年，魏文团还积极从事
遗体捐献宣传工作，到遗体捐献
办公室值班，为前来咨询、办理遗
体捐献手续的公民答疑解惑。他
与其他志愿者一道经常去糖球
会、大集、公园、福宁园宣传遗体
捐献和志愿服务。

2018年，魏文团得知一对夫
妻想要捐献遗体和器官，由于两
人无法到现场登记，他便利用业
余时间往返近40公里，先后去了
3次给他俩办理好相关手续。夫
妇二人感动地说：“魏大爷的服务
真是令我们感动。”

自 2016年以来，经魏文团说
服动员，已有52人同意捐献遗体
并办理相关手续，其中 4 人逝后
捐献遗体。他本人也于2014年3
月办理了遗体、器官捐献手续。

“如果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干下去”
——记山东青岛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市南中队队长魏文团

2月14日，湖北省十堰市县郧西县红十字会、团县委、县公安局、
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联合县献血站举行“热血情深 与爱
相约”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期间，志愿者还向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发
放了《无偿献血倡议书》、爱心献血宣传单等，引导献血并提供咨询、
陪护等服务。 （郧红）

热血情深 与爱相约

■ 周霞

“我是很害怕打针的‘胆小
鬼’。但是一想到能让别人拥有
活下去的机会，挽救一条生命，我
还是鼓起勇气来了。”2月 10日，
经历为期 4 天的准备，来自福建
三明的李佳燕在福州完成造血干
细胞捐献，成为福建省第 377 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她捐献出的

“生命种子”将于当天由专业人士
送达患者所在医院，素未相识的
两个生命因此建立起紧密的血脉
连接。

早就种下爱心种子

多年前，富有爱心的李佳燕
就从公交广播中关注到一则宣传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播报。“记得宣
传中说这种捐献和平常的献血不
一样，能直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我一听就有了想要捐献的念头。”
李佳燕回忆。

2021 年 4 月的一天，路过三
明市中心血站的李佳燕进去咨
询，得知可以就此加入中华骨髓
库，立刻激动地撸起了袖子：“没
想到入库如此简单，只需抽两试
管血样就行。”工作人员还告诉佳
燕能够和一位患者匹配上的概率
堪比中大奖。她笑说：“生命能影
响生命，生命也能拯救生命，这救
人的大奖要是能落到我头上那真

是棒极了。”
2022年11月，李佳燕接到了

福建省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得
知有一位患者与她初配成功。接
下来几天，三明市红十字会的工
作人员再次致电与她做了思想

“再动员”。

科学认识主动科普

做是否捐献的决定时，李佳
燕遭遇了阻碍：“真的‘中了奖’，
心情还是很忐忑，尤其需要面对
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甚至反对。”
原来，当她将“初配成功”的消息
告诉家人和朋友时，遭到了大家
的质疑，“大部分朋友和亲人对这
件事的理解还停留在‘抽取骨髓’
的想象中，就连我丈夫也不太支
持，他担心孩子还小，我如果伤了
身体可怎么是好”。为了阻止她
去捐献，丈夫将一群亲戚朋友请
到家中，想要给她做思想工作。

面对一屋子的质疑，李佳燕
没有退缩。她用自己在网上查到
的知识一一回应大家，甚至将回
答不了的问题记录下来，拿去咨
询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三明市三
元区红十字会知道了这个情况，
派出曾经捐献过的朱继红大姐与
佳燕和家人取得联系，现身说法。

就这样，质疑的声音逐渐远
去，佳燕也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的陪同下顺利通过了捐

献前的各项体检。

“最勇敢”的“胆小鬼”

2023 年 2 月，李佳燕在丈夫
和儿子的陪同下入住了福州一家
医院，准备接受为期 4 天的动员
剂注射。当面对护士举起的针筒
时，她脸上的笑容僵硬了。因为
从小到大一直怕打针，虽然知道
自己正在做救人的好事，面对这
个场景她还是不由得害怕起来。
一旁的丈夫揶揄她是个“胆小
鬼”，但见到妻子强忍不适，结结
实实地挨了这一针后，他又是心
疼又是感动，嘴里的叨叨就此改
成“你这胆小鬼，是最勇敢的那一
个”。见此情景，佳燕很得意：“老
公今天听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医院主任医生详细说明捐献过
程，又亲眼看到的确是外周血采
集造血干细胞，他就放心啦，还说
回去就要留样入库呢。”

在佳燕抽血、打针时，她儿子
也举着心爱的奥特曼为母亲加
油，他小小的手始终紧握着妈妈
的手，鼓励妈妈要像奥特曼一样，
帮助那个患病的人打败“怪兽”。

“我虽然害怕打针，但是有家
人的陪伴和支持，心情还是很平
静的。”佳燕说：“我希望我的造血
干细胞能把生命的力量带到患者
那边，助他（她）顺利康复。”

“胆小鬼”也有颗“勇敢的心”
——记福建三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李佳燕

本报讯（甬红）2月13日，在
浙江省宁波市一家医院采集室，
泗门镇夹塘村村委会干部倪建平
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宁
波 2023 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倪建平是一名退伍军人，5
年的军旅生活锤炼了他的意志，
也坚定了他服务群众的信念。在
村委会工作期间，他仍保持从军
期间养成的定期参与无偿献血的
习惯，并于 2020年 5月加入中华
骨髓库。

2022 年 8 月，倪建平得知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血液病患
者初配成功，他毫不犹豫地决定
捐献。但在10月的体检中，他被
检查出肝功能指标偏高、不符合
捐献要求，“我努力调整一下身体
状态，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平时就有锻炼的习惯，
倪建平分析自己出现身体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作息不规律、睡觉时
间太晚。于是，他着手调理饮食
和作息，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并辅
以保肝药物进行治疗。

从 2022 年 10 月到 2023 年 1
月，倪建平几乎每隔10天就跑一
趟医院，前前后后做了 8 次肝功

能化验。每次检查，他都期盼着
各项检查结果合格，尽快进入捐
献流程。

“去年年末工作很忙，恰逢疫
情防控措施调整，我每天要处理
大量事务，难免顾不上身体，导致
肝功能指标上下浮动。好在经过
春节假期的休整，我终于符合捐
献条件了。”1月底，这个身高 1.8
米的魁梧汉子收到了肝功能检查
合格的通知，高兴得像个孩子。

2 月 9 日，倪建平入住医院，
正式进入捐献流程。直到正式捐
献开始的前一刻，他还是有些担
忧，怕万一自己没有休息好，导致
身体问题出现反复、耽误捐献。
好在一切顺利，看着殷红的鲜血
从手臂缓缓流出，倪建平心中的
巨石终于落地。

“希望接受捐献的患者能早
日康复，健康平安。”完成捐献后，
倪建平除了轻松和激动，最大的
感受就是开心：“回去后我一定会
多多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

倪建平是宁波市第 146 例、
浙江省第 866例非血缘关系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8次化验不改初心
宁波退伍军人倪建平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敦艳）2月 9日，湖
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红十字会向该
区第8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幸宇
在读的学校寄出一封真情意切的
感谢信。

27 岁的幸宇出生在湖北省
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目前是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在读研究生。
2017年，刚上大一的她就开始参
加学校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在
一次献血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幸
宇介绍了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
识，她果断填写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登记表，并留取血样加入中华

骨髓库。
2022 年 5 月，幸宇接到了红

十字会的电话，她与一名白血病
患儿配型成功。“他的生命才刚刚
开始，就遭受了如此大的病痛折
磨，我想去帮助他，我同意捐献，
我一定要捐献。”幸宇坚定地做出
这个决定。

在医生的建议下，幸宇开始
合理规划饮食，加强身体锻炼，为
捐献做好准备。数月后，幸宇在
武汉市中心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为远方的患儿重燃生命之
火。

夷陵区为捐献者学校送去感谢信

本报讯 （益红）近日，湖南
省益阳市 78 岁退休干部胡志强
老人因病去世，遗体捐献给益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胡志强老人是益阳市赫山区
经营总公司退休干部，18 年前，
他就有了去世后捐献遗体的想
法。2005年9月28日，刚满60岁
的他主动来到当时的益阳卫生学
校（现为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申请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国家
的医学教育事业，并办理了相关
手续。

“当年，我爸爸身体非常健
康，作为子女我们能理解父亲的
想法，但是我妈妈一下子无法接

受。”胡志强老人的大儿子胡正文
说。在父亲办理了申请捐献遗体
的手续后，四个儿子一有时间就
会耐心地劝慰开导母亲，让母亲
理解父亲，满足父亲最后的心愿。

2023 年初，胡老因病去世
后，其家人第一时间联系了益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益阳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明确表达了捐献
意愿。

捐献当日，胡老的家人在益
阳市殡仪馆为他举办了一场特殊
的告别仪式。随后，胡志强老人
的遗体被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的工作人员接走。

益阳78岁老人捐献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