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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架起“生命之桥”

福建血液中心职工捐献造血干细胞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9 人入选 2021 年度浙江省巾帼文明岗
本报讯 （浙红）近日，浙江
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管理中心（省人体器官捐献
管理中心）业务科（以下简称“业
务科”
）入选 2021 年度浙江省巾
帼文明岗。该科室有 9 名女性，
参与推动造血干细胞、器官（遗
体、
组织）捐献，
架起
“生命之桥”，
挽救危重血液病和器官衰竭患者
的生命。

从 1% 到 20%，她们跨越难关
推动器官捐献是一项挑战传
统观念的工作。业务科 9 名工作
人员面对的是即将失去亲人的家
属，在这个时候协调器官捐献，其
难度超乎常人想象。1%，是她们
给自己定的目标——希望动员过

的 100 个脑死亡患者家庭中，
能有
1 个家庭同意捐献亲人的可用器
官。
曾经有一名男性患者因为车
祸脑死亡，协调员与他的家人沟
通，询问他们可不可以考虑器官
捐献。没等话说完，患者的父亲
转身就留下一句：
“不考虑。”
经过 10 天的艰难沟通，患者
的妻子终于同意，她说：
“ 刚听到
器官捐献的时候，
真的接受不了，
我们已经这么可怜了，为什么还
让我们捐献？但是事情总是两面
性的，如果我们把器官捐献出去，
就可以挽救其他家庭。”
如今，
协调员仍对那时的场景
记忆犹新，
她说：
“我们经常说去救
别的病人，
她却说救别的家庭。我

想，
他们最能体会一个人的离去，
会给整个家庭带来什么。
”
最终，这名患者的心脏移植
给了一名男孩，原本徘徊在生死
边缘的他，
不仅活了下来，
还通过
努力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
这样的结果，生动诠释了人
体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
经过多年发展，最初的工作
目标早已从 1% 变成了 20%，浙江
省器官捐献也实现了从“年捐献
个位数”到“年捐献 300 余例”的
转变，为越来越多人带来生的希
望，仅 2021 年，全省就有 2000 余
名患者因此重获新生。

延续大爱，她们帮助捐献者家庭
2015 年，昭通云南女孩馨馨

的父亲过世后捐献器官。馨馨早
年经历了母亲离世的悲痛，如今
又失去了父亲，爷爷奶奶也已经
年迈，整个家处于风雨飘摇中。
器官捐献者家庭中有很多和馨馨
类似的情况，他们都牵动着协调
员的心。
业务科自发成立协调员杂货
铺，
通过在朋友圈出售公益商品，
筹集公益金，并发起“小桔灯”人
体器官捐献者家庭孩子成长陪伴
志愿服务项目，利用业余时间走
访捐献者家庭孩子，为他们提供
助学服务，
实现他们的微心愿。
2019 年暑假，业务科收到了
馨馨发来的照片：
“ 阿姨，这是我
上个学期获得的 23 张奖状。”去
年，馨馨被当地重点初中尖子班

录取,业务科工作人员都为她感
到高兴。
2019 年 11 月 ，项 目 更 名 为
“小桔灯”助学项目。项目设立 7
年以来，关爱帮助浙江省 443 个
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的 625 个孩
子，遍及全国 22 个省份、118 个
市、284 个县区。省本级累计助
学 1046 人次，其中 68 个孩子考上
了大学，
15 人已经大学毕业。
2021 年，
“ 小桔灯”助学项目
获浙江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
奖、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今年还入
围 全 国 学 雷 锋 志 愿 服 务“ 四 个
100”先进典型候选名单。
从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到关爱
捐献者家庭，她们努力完成着爱
的接力。

本报讯 （闽红）4 月 21 日，福建省血液中
心职工邱炫德在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福州第 92 例、福建省第 338 例非亲
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天津大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津红）4 月中旬，毕业于天津外
国语大学的小彤顺利捐献 240 毫升造血干细
胞悬液，为一名素未谋面的患者带去了生的
希望，成为天津市第 305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英山实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黄娟）4 月 20 日，为拯救一名血
液病患者的生命，家住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
温泉镇的邓呢喃在武汉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成为英山县首例、湖北第 510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丰县建无偿献血爱心驿站
本报讯 （丰红）4 月 20 日，江苏省徐州市
丰县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为宋楼镇荣
庄爱心驿站授牌。无偿献血爱心驿站将进一
步扩大“三献”工作在村、社区的宣传力度和
覆盖面。

阿鲁科尔沁旗新增31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江苏南京“90 后”医学生

本报讯 （高伟艳）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三献”志愿服务队 31
名队员集体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阿鲁科尔沁旗红十字会举行仪式，为志愿者
颁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证书》。

二次为五岁女童捐献“生命火种”
本 报 讯 （周 健 高 杉 杉）4
月 20 日，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大
学生小余在医院成功进行了二次
淋巴细胞采集，成为栖霞区第 18
例、南京市第 122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小余目前在南京中医药大学
读 研 究 生 ，攻 读 免 疫 学 专 业 。
2019 年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
小余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回忆起
第一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情景，
小余仍激动不已。就在小余入库
的第 3 年，四川省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将初配成功的消息告诉了
她，并询问她是否愿意捐献，
小余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小余说：
“当
时我的心情比中了 500 万大奖还
激动，我很快打电话回老家，
可是
我父母和哥哥对造血干细胞捐献
还不太理解。”
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小
余利用自己所学的免疫学专业知
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爸爸妈
妈和哥哥做了科普，他们很快接
受了小余的决定。
小余说：
“茫茫人海中有一位

素不相识的人和我配型相合，
这真是神奇的缘分。第一次知
道对方患者是一名小女孩时，
我感到很揪心。我有个非常可
爱的小侄女，
和对方年纪相仿。
这个小患者本应无忧无虑地快
乐成长，现在却要努力和病魔
赛跑，我一定要去救她。”
3 月的一天，小余收到了
四川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发来
的信息，告知她由于之前救助
的患者情况不太好，可能需要
再采集一次淋巴细胞，问她是
否愿意再救对方一次。小余当
即坚定地回复：
“可以。”
疫情期间，城市之间的交
通受到限制。稳妥起见，她马
上和四川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确定了二次捐献的流程及细
节，以便尽早安排自己的行程。
经过四川省红十字会和江苏省
红十字会之间的沟通，最终决
定把小余捐献的有关档案转到
目前学校所在地南京，并且在
南京完成后续体检和采集。4
月 20 日，二次捐献顺利完成。

海陵区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讲座
本报讯 （胡肖露）4 月 21 日，江苏省泰州
市海陵区红十字会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主题
讲座，区红十会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述了血液
病救治、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知识。

柴桑区开展“三献”宣传活动
本报讯 （桑红）4 月 21 日，江西省九江市
柴桑区红十字会联合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开展
“三献”宣传活动，通过播放“三献”知识宣传
片、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
向现场群众普及无
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遗体器官捐献等
知识。

热血涌动

献血变成一种习惯
——记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献血达人”郭正芝
■ 山红

江苏南通老人离世后捐献遗体

“实现”4年前与妻子许下的约定
本报讯 （南红）4 月 17 日，江
苏省南通市的王传鼎老人因肺部
感染去世，家属根据其生前意愿，
联系市红十字会表示愿意捐献遗
体。
当天下午，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南通大学医学院负责老师
来到王传鼎老人生前居住的护理
院，与老人家属一起，举行了简短
的默哀告别仪式。在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的见证下，老人的家属与
医学院负责老师完成了遗体交接

手续。王传鼎老人成为南通市
第 51 位遗体捐献者。
2011 年 1 月，王传鼎与妻
子张璇如在市红十字会登记成
为遗体捐献志愿者，愿在逝世
后为医学教学教研事业贡献一
份力量。2018 年 2 月 6 日，张
璇如老人因病去世后，家属遵
照其意愿捐献了她的遗体。4
年后，王传鼎老人完成了当年
与妻子一同许下的约定。

福建泉州志愿者为孕产妇捐献“熊猫血”
本报讯 （王文光）3 月 30 日，
在疫情形势严峻之时，福建省泉
州市第一医院、晋江市医院陆续
传出孕产妇生产急需 Rh 阴性 O
型血的求助信息。
泉州市红十字会获得求助信
息后，立即组织市红十字 Rh 阴
性血型志愿服务队募集志愿者。
身在安溪县的志愿者何彩蜓闻
讯，表明可以马上为患者献血。

当天，何彩蜓直奔安溪县
中医院献血点，为患者捐献了
400 毫升宝贵的“熊猫血”。
“我
也曾受过帮助，如今我应该回
馈他人。”何彩蜓说。
同 一 天 ，同 为 Rh 阴 性 血
型的林梅玉也在安溪县中医院
献血屋献血。这是林梅玉第一
次献血，她说：
“ 稀有血型群体
更应该互帮互助。”

浙江义乌女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义红）4 月 23 日，带
着一封手写的感谢信，浙江省 26
岁的女医生徐苏云从杭州回到义
乌。22 日，她在杭州一家医院捐
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了一名白血
病患儿，成为义乌第 13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捐献期间，患儿的
父亲用一封真切的手写信表达了
感激之情。
徐苏云是台州人，从 2015 年
起，她几乎每年都参加无偿献血。
2018 年，徐苏云来到义乌，成为
众牙口腔医院的一名医生。当她
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能点燃白血
病患者生的希望时，便在 2019 年
3 月 21 日加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 3 月，徐苏云与一名患

者的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
低分辨分型相合。4 月初，高
分辨检测结果也相合，造血干
细胞捐献计划顺利开展。
4 月 17 日，徐苏云抵达杭
州一家医院，在省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的安排下顺利入住。从
18 日起，她每天要注射两针动
员剂，以促进造血干细胞大量
生长释放到外周血中。22 日，
经历 3 个小时的采集，徐苏云
最终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得
知对方是一名幼小的血液病患
者后，徐苏云表示，
“ 愿对方早
日康复，平安长大，
将来做一个
对社会有帮助的好人”
。

4 月 22 日至 23 日，安徽省宿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联合市中心
血站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计 127 人参加献血，总量达 46200 毫升，其
中 3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王磊）

自 2002 年起，山东省威海市
乳山市供电公司员工郭正芝已经
坚持无偿献血 20 年，29 次捐献全
血，累计达 15000 毫升，此外，还
分 4 次捐献了 5 个单位的血小板，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
“献血达人”
。

就会想往献血屋跑。即便有时在
外地出差，
心里也挂念着这件事。
2008 年 6 月 13 日，在献血屋
医护人员的介绍下，郭正芝首次
尝试捐献血小板。机采血小板只
能在威海进行采集，并且血小板
捐献后，还要经过近一天的时间
进行严格检测，才能送达医院供
患者使用。为了让自己捐献的血
小板能够当天输送给患者使用，
他早早从乳山乘坐短途车到威海
市区进行捐献。
此后两年间，郭正芝先后捐
献了 4 次共计 5 个单位的血小板。

虽然平日里献血屋的医护人
员没少“笑话”这位怕疼的献血
者，但是郭正芝 12 年来坚持不断
地献血之举，让这些医护人员深
受感动，他们个个都打心眼里敬
佩这位
“献血达人”
。

不想做名人，只想帮人

郭正芝默默献血 20 年，这期
间，曾先后获得“威海献血之星”
2001 年冬天，乳山市第一个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荣誉
献血屋在乳山市区商业街建成投
称号。
入使用，对此充满好奇的郭正芝
在同事眼中，郭正芝一向行
走进里面一探究竟。然而，那时
事低调，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大
的他对献血一无所知，甚至还存
家才发现身边这位勤恳工作的同
“献血达人”怕打针
在献血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的认
事竟是位“深藏不露”的“献血达
知误区，便以怕冷为由放弃了献
作为乳山市的“献血达人”，
人”。在他的爱心感染下，
国家电
血的念头。
网乳山市供电公司成立了“无偿
郭正芝已是献血屋的常客。然
2002 年 5 月 1 日，郭正芝又
献血爱心小分队”，
每年定期组织
而，献血屋的医护人员对他最深
走进了献血屋。这一次，他鼓足
的印象，
不仅是丰富的献血经历，
员工到献血屋无偿献血。
勇 气 ，撸 起 袖 子 献 血 200 毫 升 。
还有这位“献血达人”怕打针的
“你不献血，我也不献血，患
由于之后身体也没有发生异样， “趣事”
。
者需要用血的时候怎么办？”郭正
郭正芝彻底打消了疑虑。
“他每年定期来献血，
可每次
芝说，自己从未想过会因为献血
首次献血后，郭正芝拥有了
成为“名人”，名利并不是他走上
扎针时都会疼得直叫唤，都这么
人生中第一本无偿献血证。在此
大岁数了还怕打针，我们可没少
献血之路的初衷，
他只想，
当他人
需要时，
自己能站出来提供帮助。
后的日子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
因此
‘笑话’
他。”乳山献血屋的工
会到献血屋无偿献血。慢慢地，
作人员说。
郭正芝还表示，目前自己身边的
朋友有不少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高
郭正芝献血的次数越来越多，拥
虽然害怕打针，但郭正芝从
血压，
而他因为坚持无偿献血，
换
有的献血证也越积越多，一本本
未停下献血的脚步。
“我就是个平
来了一个好身体，
现在他的血压、
鲜红的献血证无声地记录着他的
凡人，自认为干不了什么惊天动
血脂一切正常。献血既让他帮助
献血历程。
地的大事来为社会做贡献，只想
“自从 2002 年开始献血后，
通过献血这一方式来帮助那些需
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又改善了
自身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我每年都会定期去献血屋献血，
要帮助的人。”郭正芝说，即便在
“献血利人又利己，何乐而不为！
每次 400 毫升。”郭正芝说，20 年
扎针时自己会疼得哇哇乱叫，但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将一直坚
来，
献血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身体
为了帮助他人，他义无反顾地坚
仿佛也形成了生物钟，每隔半年
持无偿献血。
持无偿献血。”郭正芝坚定地说。

出于好奇，首次走进献血屋

天津一名医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津红）日前，天津
市红桥区的陈医生顺利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成为天津市第 301
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市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吴
庆云向陈医生颁发了红十字博爱
奖章和证书，
并对其践行
“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无私善
举给予高度赞扬，红桥区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张红梅向陈医生颁
发荣誉会员的证书。
陈医生是医院的一名检验
师，多年来在专业岗位上尽职尽
责。2010 年，他先后获得了首届

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冠军队
长、天津市优秀团干部、红桥区五
四青年奖章等荣誉。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后，
陈医生主动请缨到发热门诊，
投入抗疫工作一线。作为科室中
坚力量，他又主动承担起新冠核
酸检测这项重要任务，协助筹建
核酸实验室，为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助力。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医生
践行初心、热心公益，
累计无偿献
血 7 次，
献血总量 2400 毫升。
2012 年 陈 医 生 积 极 响 应 市
红十字会和单位的号召，志愿加

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随时为挽救他
人生命做准备。2021 年底，他与
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在家
人的支持下，义无反顾地决定捐
献。
捐献采集期间正好是陈医生
的生日，市红十字事务中心特意
为其准备了生日蛋糕，
帮他庆生。
陈医生说：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
生日，
它代表着
‘重生’
，
以后每年
过生日，想起有个朋友在世界某
个地方健康地生活，都会感到温
暖和欣慰，希望他康复后也能尽
自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建昌开展造血干细胞采样工作
本报讯 （建红）4 月 21 日，辽宁省葫芦岛
市建昌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展 2022 年
造血干细胞采样工作，共计采集血样 50 份。
建昌县首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陈阳
现场分享了捐献经历。

海拉尔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海红）4 月 14 日，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联合区直属机
关工委、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呼伦贝尔市中
心血站组织开展
“热血延续生命之光”无偿献
血活动，
120 人参加，
献血量达 40000 毫升。

博兴实现第 4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博红）4 月 18 日，山东省滨州市
博兴县爱心人士刘书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
勤保障部队第 960 医院（济南）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博兴县第 4 例、滨州市第 49 例、
全国第 13087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东营区新增一名遗体器官（角膜）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刘旖晗）4 月 22 日，山东省东营
市东营区丁冬梅女士签署遗体器官（角膜）捐
献登记表，成为一名遗体器官（角膜）捐献志
愿者。

锡林浩特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锡红）4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浩特市红十字会联合锡林郭勒盟中心血
站开展 2022 年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志愿服务活动。现场采集造血干细胞血
样 12 份，无偿献血总量 4200 毫升,血小板治
疗量 9 个。

余姚老人离世后捐献遗体
本报讯 （余红）4 月上旬，浙江省宁波市
余姚市 93 岁高龄老人陈勤爱离世，在市红十
字会和宁波大学医学院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家属替老人完成了生前愿望，捐献其遗体用
于医学研究。

周至新增一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周红）4 月 20 日，陕西省西安市
周至县老人孟月仙通过陕西广播电视台秦风
热线栏目了解了遗体器官捐献知识，随即联
系县红十字会，签订遗体器官志愿无偿捐献
协议书，
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龙岩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谢丽鸯）4 月上旬，福建省龙岩
市中心血站在龙岩学院开展
“献血战‘疫’
，
守
护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共计 886 名师生参
加，
累计献血量达 267200 毫升。

通州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通红）4 月 20 日，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红十字会携手通州血站开展“热血同
行，护佑生命”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累计献血
量达 5000 毫升，
3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莒南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莒红）4 月 18 日，山东省临沂市
莒南县张立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莒
南县第 5 例、临沂市第 101 例、山东省第 113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