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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川红

近年来，四川省红十字会创
立“春之生、夏之光、秋之乐、冬之
恋”的“三献”宣传品牌，以四季为
时间坐标，激活“三献”工作内生
动力，围绕缅怀捐献者、动员志愿
者、扩大宣传面、人道关怀家属等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
社会广泛关注“三献”爱心事业。

“春之生”，缅怀逝去的生命

今年清明节前夕，四川省红
十字会主办的“春之生·生命的意
义——2022 年四川省遗体和人
体器官（组织）捐献缅怀纪念活
动”在四川省人体器官捐献纪念
园举行，追思和感恩那些平凡而
高尚的捐献者，感悟生命的重生。
纪念墙上 3806 个名字，代表着
3806 个生命的离去，也意味着
4000余个生命的重生。

2018年，四川省红十字会筹
集 300 余万元资金，于 2020 年底
建成四川省人体器官捐献纪念
园，让捐献者有了安息之地，捐献
者家属有了缅怀纪念、寄托哀思
的场所。此后，每年清明节，四川
省红十字会都会在此举办“春之
生”缅怀纪念活动。

清明前夕，德阳市的胡女士
特意赶来成都，想在纪念园里寻
找关于母亲的最后的记忆。走过
长长的纪念墙，胡女士找到了母
亲王若叶的名字，思念和感动涌
上心头。

2021年11月，92岁高龄的王
若叶与世长辞，女儿尊重母亲遗
愿，完成遗体捐献，为医学科学事
业奉献生命余热。她是四川省人
体 器 官 捐 献 纪 念 园 纪 念 墙 上
3806个名字中的一个，也是四川
省遗体和人体器官（组织）大爱捐
献者中的一员。

对于胡女士姐妹3人来说，母
亲留在纪念墙上的名字是最好的
慰藉，她在母亲名字的铭牌旁贴
了3朵小花，仿佛三姐妹亲昵地依
偎着母亲。“纪念园无论是选址还
是设计，都很用心。”胡女士说。

10年前，王若叶女士在新闻
上看到了关于遗体捐献的新闻报
道，提出自己身后也要将遗体捐
赠给医学事业的想法。于是，胡
女士陪同母亲，特意从德阳赶到
成都，在四川省红十字会完成了
捐献登记。“2015 年，我父亲去
世，已经先一步进行了遗体捐献。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也一直
都是热心肠，特别是遇到别人需

要帮助的，她都愿意帮上一把。”
胡女士说。

胡女士自己也通过网络登记
了遗体器官捐献意愿。“想到自己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其实心里是
幸福的。”

截至 2022年 5月 31日，四川
省累计完成捐献器官 1347例、遗
体 1723 例、眼角膜 1839 例，遗体
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336303人。

“夏之光”，壮大志愿者队伍

不久前，40岁的胡伟在成都
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为
此，他还特意将冰粉店停业一周。

“我也为人父，听说对方是一个
20岁的年轻人，想到他父母的心
情，特别能感同身受。”胡伟说。

几年前，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到绵竹市玉泉社区开展造血干
细胞捐献宣传，胡伟了解后毫不
犹豫地登记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没想到，去年年
底，他就和一名患者成功配型，

“听说配型成功的概率比中彩票
还低。”胡伟说。

一开始，胡伟的家人有些担
忧，两个孩子还小，他又是家里顶
梁柱，万一有什么影响，这个家怎
么办？但经过短暂的思虑和耐心

的开导，胡伟最终说服家人毅然
决定捐献，“只要能帮到人，救回
一个人，义不容辞”。

体检、打动员剂、抽取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整个流程进展十分
顺利。“简单得很，跟献血一样轻
松。”胡伟说，完成捐献后，那些老
顾客来店里吃冰粉，都喊他“英
雄”，他也自发地成为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的“宣传员”。“一个邻居说
他也要去登记，我们镇上的一位
医生前不久也成功配型了，马上
也要捐献。”胡伟高兴地说。

青年是“三献”工作的中坚力
量。四川省红十字会连续多年联
合省内高校，开展“夏之光”志愿
者夏令营，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倡
导红十字精神，传播红十字文化，
宣传“三献”知识，动员青年一代
积极加入进来。

去年，四川省造血干细胞捐
献实现了历史性新跨越，年度捐
献由 2020年的 66例增至 148例，
增幅220%，由全国第七位跃居第
三位，同期增长量居全国第一。

截至 2022年 5月 31日，全省
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 497 例，全
省共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
愿者123094人。

“秋之乐、冬之恋”，健全人道
关怀机制

在金色的秋季，四川省红十字
会举办“秋之乐”捐献登记宣传活
动，深入社区、高校、企业、农村开
展宣传；冬季开展“冬之恋”活动，
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及其家属、志
愿者共聚一堂的联谊形式，为广大
捐献者家属送去人文关怀，让大爱
之人感受家一样的温暖。

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是“三
献”工作的“前头”，而做好“后头”
工作，即对捐献家庭实施人道慰
问、救助，也是“三献”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

2018年起，四川省红十字会
强化人道慰问、救助体系，与器官
移植重点医院联合建立人体器官
捐献困难家庭救助基金，规模已
达到 4000 余万元；同时，也建立
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困难家庭救
助和造血干细胞捐献人道慰问机
制。每年组织各级红十字会到捐
献家庭开展慰问活动，保持与捐
献家庭的经常互动，切实帮助协
调解决困难。

春去秋来，四川省红十字会
“三献”工作随着季节更迭稳步向
前，唱响了“四季之歌”。

唱响人道事业的“四季之歌”
——四川省红十字会“三献”工作综述

重庆大学生5个月内二次捐献“生命种子”
本报讯 (潘颂）5月下旬，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小智在重庆完成
了第二次造血干细胞捐献，再一
次救助陌生的患者。

2019年，小智加入了学校青
年志愿者协会，在协会组织的造
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中，加入
了中华骨髓库。2021年11月，还
在上课的小智接到重庆市红十字
会的电话，告知他与一名血液病
患者初配成功，并询问他是否愿
意捐献，小智当即回答“我愿意”。
2022 年 1 月中旬，小智顺利完成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今年5月，小智再一次接到重
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电话，被告
知患者病情不乐观，小智目前仍是
捐献的唯一人选。这一次，小智依
然没有犹豫，他说：“在我能力范围

内的事，就要尽力做到。”
时隔 4 个月，小智又一次

在危急关头为患者伸出援手。
采集完淋巴细胞后，小智第二
天还要参加学校的考试，重庆
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工
作人员事先对此并不知情，当
他们询问小智为什么没有提前
告知这一情况时，小智平静地
说：“这些都是小事，我觉得不
影响考试。我不想因为考试而
耽误救人。”

采集当天，重庆市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主
任张鑫琳前往采集医院慰问小
智，为小智颁发了造血干细胞
捐献荣誉证书并送上了鲜花。
据悉，小智是重庆分库首位同
年实现两次捐献的捐献者。

暂停开店计划去救人
深圳爱心市民捐献造血干细胞，全市捐献数突破500例

本报讯 （深红）5月中旬，广
东省深圳市的杨先生完成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成为深圳第500例、
广东省第 1362 例、全国第 13264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杨先生是一名无偿献血志愿
者，在深圳献血次数累计达 16
次，共计 4800 毫升。今年 5 月 1
日，刚刚签订门店合同的杨先生
原计划在 5 月 10 日开一家蛋糕
店，却因为市红十字会的一通电
话而决定推迟营业。其实，杨先

生早在3月就已得知高分辨配
型成功，但因为没有收到进一
步消息，他以为这次捐献的“缘
分”就此剧终。当捐献再次启
动时，他毅然决定将自己的事
业先放在一边，尽全力挽救这
位有缘人的生命。

捐献当天，深圳市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张英姬带领党组成员，深
圳市血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宁理一同到现场慰问杨先生。

“这是我送给儿子最好的高考礼物”
浙江宁波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 （宁红）“这是我送
给儿子最好的高考礼物！”6 月 6
日，高考前夕，来自四川省泸州市
的杨女士在浙江省宁波市某医院
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宁波市第
132 例、浙江省第 787 例、全国第
1328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我不是新宁波人，而是一
名‘老宁波’了。”虽然手上扎着
针，杨女士一脸轻松，爽朗地说，

“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比在老家还
长”。在宁波这么多年，她早已融

入宁波，多次在宁波参加无偿
献血，并于 2015年加入中华骨
髓库。在杨女士看来，捐献造
血干细胞是一件小事情，“就跟
献血一样”。

“儿子在高考前还给我打
视频电话，鼓励我别害怕，他
说等到高考结束，他也要加入
中华骨髓库。”杨女士说。

经过近 3 小时的采集，杨
女士捐献了 240毫升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

趣跑宣传无偿献血
6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马拉松协会在阳羡湖组织开展趣

跑活动。宜兴市红十字会献血乐跑队25名队员参加活动，他们在跑
步中高呼无偿献血宣传口号，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丁焕新）

青云谱区八旬老人捐献遗体
本报讯（谭琦丽）5月25日，家住江西省

南昌市青云谱区的林素春老人离世。按照老
人遗愿，其子女第一时间联系青云谱区红十
字会，捐献老人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祁门89岁老党员离世后捐献遗体
本报讯（黄红）5月上旬，安徽省黄山市

祁门县89岁高龄老人李恒秀因病逝世，在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家属遵照老人
遗愿，将其遗体捐献给皖南医学院用于医学
研究。

垦利区农民离世后捐献眼角膜
本报讯（李海霞）5月31日，山东省东营

市垦利区王院村村民牛桂华因病离世，家人
遵照其遗愿将其眼角膜捐出。牛桂华成为垦
利区第9例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

池州端午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庭
本报讯 （池红）端午节当日，安徽省池

州市红十字会与市三献志愿者协会深入各县
区，走访慰问2022年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和遗
体器官（角膜）捐献者家庭，为他们送去节日
问候以及慰问品和慰问金。

常州举办端午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常红）5月29日，江苏省常州市

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生命至上 端午安康——
向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及家属致敬”观影活
动，50余名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参加。市红十字会还分发了端午节
慰问品。

大连教师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大红）5月19日，辽宁省大连市

教师纪先生成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
为大连市第5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张家港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孙雯）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张

家港市红十字会走进经开区东莱办事处、凤
凰镇港口办事处，开展“爱心相‘髓’”无偿献
血、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活动。共有 334人
参加献血，总量达 10万余毫升，其中 14人加
入中华骨髓库。

乐陵开展无偿献血进企业活动
本报讯 （宋祥滨）6月 1日，山东省德州

市乐陵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工信局开展无偿献
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进企业活动。泰山
体育产业集团、亚萨合莱国强(山东)五金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安舜制药有限公司共计
165 人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总计 5 万余毫
升，其中19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浦口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何勇）6月 2日，江苏省南京市

浦口区红十字会开展以“疫情无情人有情 无
偿献血我能行”为主题的献血活动。此次爱
心献血活动吸引了 213人参与，总献血量近
2.36万毫升，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7例。

南昌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南红）5月31日，江西省南昌大

学研究生小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了
一名外地血液病患儿。小李成为南昌市第
42例、江西省第 243例、全国第 13337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三穗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龙祖建 张怡）6月 2日，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红十字会在
县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活动，11人完成采样。

平罗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蒋娜）5月18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平罗县红十字会联合县总工会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34名快递员参与献
血，其中15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南京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南红）5月24日，来自江苏省南

京市某测绘勘察院的吕先生成功进行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成为六合区第 11例、南京市第
12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廊坊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廊红）5月30日，来自河北省廊

坊市固安县的杨先生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
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廊坊市第 24
例、河北省第 601例、中华骨髓库第 13250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赣州启动第五届“三献”公益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谢晓芳）5月31日，江西省赣州

市红十字会联合赣州市献血办举行第五届
“三献”公益宣传月暨无偿献血公益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相关负
责人，各县（市、区）红十字会代表、志愿者代
表等参加活动。

无锡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锡红）5月31日，江苏省无锡市

梁溪区退役军人陆仁（化名）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为梁溪区第 23例、无锡市第 76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临平区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讯（周蓉 曹丽惠）5月20日，浙江

省杭州市临平区实习医生杨乐（化名）捐献造
血干细胞，成为临平区第29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美好家风引领公益队伍
——记安徽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全国五好家庭”和“最美家庭”

■ 赵玮玮

日前，安徽省淮南市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乔龙旗家庭荣获第十
三届“全国五好家庭”称号。至
此，安徽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队
伍中已有包括淮北张秀丽、赵波，
马鞍山王雯婕、宿州刘波在内的
4 个“全国五好家庭”和“最美家
庭”。他们敬业奉献、朴素善良，
义无反顾捐献造血干细胞，帮助
濒临绝望的生命与命运抗争，重
获新生，展现了新时代家庭良好
的精神风貌。

一家人，更是“益”家人

乔龙旗在淮河能源集团顾北
煤矿选煤战线上工作多年，妻子
李雪在后勤服务中心做后勤保障
工作。乔龙旗大部分时间都在办
公室和厂房车间，只要回家，总有
热饭热菜在等着他。李雪打趣地
说：“我就在后勤服务中心上班，
搞起后勤保障来那还不得心应
手。”

2016年10月，得知乔龙旗与
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时，李
雪陪着他仔细了解捐献流程和注
意事项，亲自制定锻炼和营养计
划。12 月 5日国际志愿者日，李
雪陪着丈夫光荣地完成了捐献。

“曾经是我陪着你，今天是你
陪着我！”张秀丽和赵波，先后在
2013 年和 2019 年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安徽省首例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夫妻。他们不仅
生活中相互扶持，还经常一起参

加献血、慰问、扶贫等公益活动。
2020 年 5 月，《人民日报》刊登了

“夫妻同心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
细胞 为生命接力续航”的故事，
温暖了许多人。

王雯婕是安徽省第 100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每次不管是
我，还是爸爸，只要献完血回家，
桌子上总有妈妈精心准备好的营
养饭菜。”2016年11月，王雯婕爸
爸暂时将手上的工作和其他事情
放在了一边，特地请了年假，陪着
女儿一起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有爸爸妈妈在的地方，就让我觉
得安心。”王雯婕说。

刘波和爱人赵彩侠都是皖北
煤电集团职工。10年前，刘波身
边有朋友得了白血病，后来通过
他人捐献造血干细胞得以重生，
这件事让刘波夫妇对造血干细胞
的捐献有了很深刻的认识。2008
年 5 月，他同妻子一起成为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连续两次与
实现捐献失之交臂后，2017年 10
月23日，第三次配型成功的刘波
终于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公益精神的传承

乔龙旗和妻子一直注重对女
儿的思想教育，让她从小就感受
到热心公益、帮助别人的快乐。
每次献血，他们都会带上女儿一
起，让她了解献血的过程，给她讲
解奉献的意义。在进行造血干细
胞捐献的前一天，他们特意把孩
子接到医院，让她全程陪同捐献。
他们说：“可能现在孩子还不太明

白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什么，但这
段亲身经历，会给她留下难忘的
记忆，当她长大后，会明白父母所
做的这些事情的意义。”

“爸爸妈妈你们真勇敢，等我
长大了也要像你们一样。”赵波、
张秀丽的女儿曾这样对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的父母说。这个有爱
的家庭先后资助过 8 名贫困学
生，帮助孩子们重返课堂，每逢

“六一”和假期，他们一家人都带
着礼物到附近的乡村小学看望留
守儿童。

王雯婕的家庭是一个爱心
满满的公益之家。王雯婕爸爸
献血的时候经常让女儿陪他一
起，参加公益活动也把女儿带在
身边。王雯婕妈妈贫血不能献
血，就和丈夫一起向市民宣传无
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到老年公寓做志愿者。2012年，
王雯婕度过了一个很有仪式感
的 22 岁生日，这天，她不仅和爸
爸一样拥有了自己的献血证，还
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父母热心公益，深深影响
了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决定要
像他们一样，去帮助有需要的
人。”王雯婕说。

刘波和爱人的善举也给女
儿带去了积极的影响，他们的女
儿不仅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还成
为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只要有
时间就和爸爸一起参加公益活
动。一家三口共同成为中华骨
髓库志愿者的事迹也在当地传
为佳话。

本报讯 （黄莉）6月 7日，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老人与世
长辞，享年95岁。家人遵照其生
前遗愿，捐献其遗体用于医学研
究，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早在 2010年，余昌祥老人就
和老伴一同登记成为了遗体捐献
志愿者。8 年前，其妻去世后捐
献了遗体，如今，余昌祥老人也实

现了遗体捐献的心愿。
6月9日，为感谢遗体器官

捐献者及家属作出的贡献，南
京市红十字会、秦淮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看望慰问了余昌祥
老人家属，对余昌祥及其家属
的善行义举表达了崇高敬意，
并向其子女表示慰问和感谢。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离世后捐献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