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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祁海群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
安徽省办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的
志愿者共计24万人左右。其中，
实现遗体捐献 1070例，角膜捐献
1500例，器官捐献480例，脑捐献
38例。从 2002年 12月安徽成立
首家接受站至今20年里，人体器
官捐献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
加入志愿者队伍中来，他们以理
性、科学的态度看待生死，用这种
特别的方式展现时代新青年的责
任担当。近日，记者采访了 3 位
合肥“00后”志愿者，通过他们的
讲述，一起感受他们对“身后事”
的直面与思考。

14岁那年，我和妈妈“一起捐”

人物：张亦菲
年龄：18岁
就读学校：黄麓师范学校学前教
育专业
登记捐献时间：2018年10月1日

签志愿书那年，我 14岁。当
时正赶上国庆节放假，妈妈说一
会儿有人来家里给她办理遗体捐
献手续。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遗
体捐献”，心想：人死后还能把自
己捐出去？我问妈妈，您这是要
捐什么呢？她一五一十地跟我解
释后，我才明白，人离开这个世界
后，不仅器官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身体还能捐给医学院供医学生学
习。

我对妈妈说：我也想捐。她
听后有些吃惊，过了一会儿她看
着我问：你真的想捐？我点了点
头。她说，那好，咱俩一起捐！但
这件事暂时不能让外公外婆知
道。

过了一会儿，志愿者叔叔来
了。我问他，小孩子能捐吗？我
今年14岁，是不是要满18岁才能
捐？叔叔说，如果你想捐也可以，
但需要家长签字。他详细解释了
捐献具体内容，让我再好好考虑
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我很想
捐。妈妈问我，只捐眼角膜，还是
全捐呢？我说，既然捐了，就全都
捐了吧！

就这样，2018 年 10 月 1 日，
我和妈妈一起签了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表，并互相在对方志愿
书上签了字。

捐献这件事，妈妈对我影响
比较大，她如果不捐，我暂时也没
有途径参与。从小到大，她经常
对我说，人来到这世上总要做点
贡献。她是合肥首批无偿献血志
愿者。2020年疫情居家期间，血
库告急，2月 14 日那天她竟然偷
偷去北二环血站献了一次血。

我可能比同龄人稍微早熟一
些，很小就喜欢胡思乱想。签捐
献志愿书之前，有一天上历史课，
老师说到古代很多帝王谋求长生
不老，我就想，如果我死了，我的
身体会去哪呢？会变成什么样
呢？我平时收集的那些娃娃怎么
办？

我平时爱看的书，也从没刻
意避开死亡的话题，像玛丽莲·梦
露自传、余华的《活着》，还有推理
刑侦方面的书，有时候看着看着，
突然就和书中描写的死亡场景撞
个正着，有的人会害怕，但我不
怕，在和它们对视时，我似乎找到
了一些生与死的答案。

后来，妈妈有个朋友知道了
我们志愿捐献的事，有点责怪她。
妈妈对朋友说，年龄是小了点，但
这不是坏事，只要她想做，我就支

持她。妈妈说的对，这不仅不是
坏事，还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现在，我已经 18 岁了，我还是一
点儿也不后悔。

我曾看过一部动画片《寻梦
环游记》，很喜欢里面的一个情节
设定：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被人
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我想，将
来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身体
的一部分还能在别人身上延续，
他们一定会记住我吧。

“捐”自己，也是一种精神传承

人物：刘博
年龄：22岁
就读学校：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
学专业
登记捐献时间：2022年7月9日

学医的人，可能是这个世上
面对生老病死最多的人。

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是上
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天刚
蒙蒙亮，爸爸妈妈突然把我叫醒，
告诉我姥爷去世了。我慌里慌张
地跟着大人坐车往姥爷家赶。

一上车，我就哭了起来。我
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三，爸妈
做生意太忙，照顾不过来这么多
孩子，所以我从1岁到6岁都由姥
爷带大，他很疼爱我，不管去哪都
会带着我。

我一路上回忆着与姥爷生活
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一会儿哭
一会儿，等到了姥爷家时，他已经
安详地睡在棺材里了，就等着我
们一家人来送别。我们磕完头，
大人们就把棺盖合上了。那一瞬
间，我才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姥爷
了。死亡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出现
在我面前，带走了我最亲爱的姥
爷，我觉得很恐惧、无助。

大一时上解剖课，第一次见

到“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
献者辞世后的躯体的尊称），让我
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解剖前，老师让我们起立默
哀，并介绍了遗体捐献的相关情
况。第一次见到这场面，大家都
有些畏惧。老师说：逝者把遗体
捐献给我们，只有好好学，才对得
起这份心意。

解剖课一上就是 3 年，转眼
到了实习期，我想捐献的意愿也
越来越强烈。虽然我分在消化内
科，但经常有危重症科的同学说，
今天有一位病人去世了。以前，
总觉得生死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
远，当真正看到死亡在眼前发生，
还是很受震动。大家感慨，一定
要努力学好专业，让医术更高明，
或许能让死亡来得慢些。

签志愿书前，我和父母商量
过。一开始他们不太了解，有点
抵触，经过我反复做思想工作，最
后他们还是尊重了我的意愿。

我们都曾畏惧死亡，最终都
会接受它，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
部分。把自己“捐”出去，其实是
件很隐私的事，只代表个人对生
与死的看法。我也曾想象，很多
年后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会躺
在那里，被后辈们研究、解剖、学
习，这也是医学精神的一种传承
吧。

我终于说服了家人

人物：张锐洋
年龄：19岁
就读学校：安徽交通学院城市轨
道车辆应用技术专业
登记捐献时间：2022年6月8日

大约 2019 年我就有了这个
想法。当时看到一则新闻，说一
个 6 岁的小朋友因车祸去世，父

母把他的器官捐给了有需要的患
者。当时我在上高中，看了新闻
心里很难过，同时也反问自己：如
果换作是我，我会这样做吗？

今年年初，我有个山东的朋
友叫薛昊宇，比我大两岁，他参加
了中国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的活
动。这件事真正触动了我，把我
往前推了一大步。

随后，我在网站登记了个人
信息，联系到我们小区邮电新村
红十字会爱心社负责人吴荣坤老
人。他很支持我，但建议我一定
要和父母沟通好。

今年 5 月，学校因疫情封闭
管理，我就通过微信试探性地跟
母亲聊起这事。我给她详细介绍
了遗体捐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也介绍了爱心社，还告诉她小区
有位老奶奶也准备捐。最后，我
鼓足勇气说，我也想捐献遗体。

母亲第一反应是坚决不同
意，她觉得我还太小了。于是，我
坚持给她发送爱心社和遗体捐献
相关的内容。我告诉她，因为缺
少遗体，现在许多医学生没有办
法做医学解剖和实验，捐献这事
对医学发展很重要。

看到我的坚持，母亲终于同
意了。她又帮我去做父亲、爷爷
和奶奶的工作。最后，我终于赢
得了全家人的支持。

6月8日，我向吴荣坤老人正
式提出想加入爱心社，并决定逝
后捐献遗体。吴老让我填写了志
愿表，带着我和小区另外两位志
愿者老人，一起去安徽红十字会
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
学接受站办理了捐献手续。

心愿达成，我很欣慰，将来能
以这种不平凡的方式告别世界、
造福他人，我认为特别有意义。

“00后”的他们，把自己“捐”了出去
——3位年轻志愿者对“身后事”的直面与思考

6月19日，2022年父亲节当天，深圳林新先生（右一）一家三
口共同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7月14日，林新先生离
世，实现捐献心愿。 （深红）

一家三口同登记

■ 甘红

7 月 11 日，甘肃省庆阳市庆
城县某医院职工何伟祯（化名），
在兰州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共采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318毫升，成为甘肃省第51例、中
华骨髓库第 13542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何伟祯从学生时代开始参
加无偿献血，已累计献血 1300
毫升。参加工作 13 年来，他一
直秉持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多次获得先进个人、优秀医师
等荣誉称号。2017 年献血时，
为帮助更多人，他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

2019 年 11 月，何伟祯第一
次接到中华骨髓库电话通知，有
患者与他配型成功。入库两年
就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感到很
兴奋。接下来，他经常电话联系
分库工作人员关心患者的后续
消息，但由于患者病情变化，第

一次配型遗憾终止。2020 年 7
月，再次传来了配型成功的消
息。但遗憾的是，这一次的捐献
又止步于高分辨体检。经历了
两次错过，何伟祯感到些许遗
憾，但他内心更多的是祝福，希
望陌生的朋友可以尽快恢复健
康。

2021年11月，何伟祯第三次
收到与患者初筛配型相合的消
息。在非血缘人群中，配型成功
的概率仅有十万分之一，能够三
次配型成功，他不由感叹生命的
奇妙。

配型成功后需要再次做高
分辨配型及体检。但此时的何
伟祯正在兰州中川机场承担抗
击新冠疫情入境人员医学观察
任务，处于闭环管理状态。在省
红十字会、省卫健委协调下，何
伟祯顺利完成后续环节。最终
体检结果显示，除血压需持续控
制外，其他各项指标都符合捐献
要求。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捐
献，何伟祯坚持规律口服降压

药，一种药物不达标，就两种药
物联合使用，最终血压得到控
制。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同
时作为一名医生，我想通过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方式献出‘生命的
种子’，为自己的孩子做出榜样，
用实际行动践行‘希波克拉底’
誓言。”何伟祯说。

科学与爱为我们开启了一
种全新的可能：捐献身体里充满
活力、可再生的一部分——血液
或造血干细胞，就能用自己的生
命重启另一个生命。自此，两个
生命将重叠在一起，生命的种子
在另一个生命中发芽重生。何
伟祯始终秉持加入中华骨髓库
时的初心，“祯心祯意”送出生命
的种子，成就了用三次生命重叠
的奇迹。

截至目前，中华骨髓库总库
容超过 311 万余人份，实现捐献
13542人。甘肃省分库志愿捐献
者已达 4.5 万余人，实现捐献 51
例。

奔赴十年之约，用爱为生命接力

本报讯 （江红）早在 2002
年，江苏省江阴市红十字无偿献
血志愿者服务队唐建军，就开始
与无偿献血事业结缘。20年来，
他用热血与坚守，传递着这份
37℃的爱。“我希望自己能像路边
的一棵行道树，尽我所能为别人
遮雨挡阳。”

2002 年，一次偶然机会，唐
建军在步行街看到一辆爱心献血
车，毫不迟疑就撸起袖子献血
200 毫升。“我觉得自己年轻，身
体情况还可以，就去了。”唐建军
说。2014 年，父亲生病急需用
血。“看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奉献
的爱心挽救了我父亲的生命，内
心真的非常感激。”回想起往事，
唐建军有些激动，“当时我就萌生
了既要坚持自己无偿献血，还要
发动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的想
法。”于是，唐建军加入了江阴市
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我一个人献血，一年最多也
就20次。如果我动员20个人，每
人每年献一次就是 20次，每人献
两次就是 40 次……这样力量就
更大了。”唐建军变得更加忙碌，
他跟着服务队走进乡镇、学校、社
区、军营等地，宣传无偿献血、造

血干细胞捐献和红十字相关知
识，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宣传进乡
镇、应急救护普及入万户”等系列
活动……在唐建军和服务队其他
爱心人士努力下，2021 年，他们
动员了全市369人参与献血11万
余毫升。

在唐建军的言传身教下，女
儿唐婧蕾也自愿加入献血者队伍
中来。2022年 6月 14日，世界献
血者日。这一天，对唐家父女来
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我第100次献血的这一天，刚
参加完高考的女儿也完成了她人
生中第 1 次献血。”谈及此事，唐
建军尤为骄傲。“当100遇上001，
就像一场接力赛，可又不仅仅是
一场接力赛。女儿接过我手中的
接力棒，接下的是我们共同前进、
共同传递一腔热血的信念。”截至
目前，唐建军已献全血8次，总计
2200 毫升，献成分血 92 次，总计
169个治疗量。

数据显示，江阴市每年临床
用血 6吨左右，100%来源于无偿
献血，成分献血无偿率100%。全
市无偿献血人数逐年递增，平均
每年主动献血2万人次。

本报讯（刘奕琦 谢晓芳）6
月 29日，江西省某医院造血干细
胞采集室内，33岁的小陈躺在床
上，血液通过导管源源不断流向
血细胞分离机。约 2 小时后，造
血干细胞采集完成，一袋生命的
种子将飞越千里，为一位配型成
功患儿带去生的希望。小陈是江
西省第249例、赣州市第50例、章
贡区第 10 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
献者。

2012 年 6 月，小陈在深圳献
血时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
识，毫不犹豫地填写资料，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今年 3 月，早已回到赣州工作的
小陈接到江西省红十字会电话，
被告知自己的 HLA 分型与一位
急性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加入
中华骨髓库至今正好 10年，几十
万分之一的概率被我遇见，真是
神奇的缘分。”

带着家人的支持，小陈奔赴
了这场十年之约。采集造血干细

胞期间，小陈说起了自己的经
历。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的他，
学生时代便热心公益，积极参加
无偿献血，为了帮助更多人，原
本就有体育专长的他平时非常
注意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

采集完成后，小陈主动邀请
章贡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他
拍照留念。他说：“打动员剂第 2
天虽然有些不适，但后面状态越
来越好，能救人一命是一件多么
神奇的事情。多一个人捐献造
血干细胞，患者就多一份希望。”
小陈表示，他将继续身体力行，
感召更多人加入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的队伍中来。

自 2009 年在全国设区市中
率先设立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站
以来，赣州市红十字会通过“三
献”宣传发动、捐献者典型带动、
市县两级联动、人文关怀触动等
措施大力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开展。截至目前，赣州市共有
10532人加入中华骨髓库，成功实
现造血干细胞捐献50例。

三次生命重叠，“祯心祯意”请查收
——甘肃省第5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侧记

当100遇上001，一场献血接力赛

四川举办高校“三献”志愿者夏令营
本报讯 （郫红）近日，由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四川管理中心和四川省人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办，成都市郫都区红
十字会协办的“夏之光·红十字点亮青春”
2022 年度四川省高校“三献”志愿者夏令营
活动在成都市郫都区举行，来自 8所高校的
32名青年志愿者参加。

玄武区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玄红）7月 5日至 7月 13日，江

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各街道红十字会组织辖区
居民志愿者、街道机关干部及社区工作者，徐
庄管委会辖区志愿者等参加无偿献血及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活动。截止目前，共有 553
名志愿者体检合格并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156550毫升，其中32名献血者光荣成为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池州捐献者获评“最美贵池人”
本报讯（方汇阳）日前，安徽省池州市贵

池区文明委公布“最美贵池人”名单，安徽省池
州市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池州市贵池区木
闸卫生院护士傅庭莉获“最美贵池人”称号。

丹阳举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欢送会
本报讯（丹红）7月22日，江苏省丹阳市

红十字会在市政府会展中心举行第7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俞秀芳赴宁捐献欢送会。
镇江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丹阳市
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张文华分别向
俞秀芳发放慰问金并合影留念。

麻城用“热血担当”颂党恩
本报讯（麻红）近日，湖北省麻城市红十

字会组织麻城爱心救助会、义工联合会等多
家公益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入库活动。活动当天，参加献血38人，符
合献血条件并成功献血27人，献血量达8400
毫升，现场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9人份。

桂林举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交流活动
本报讯 （唐清）近日，2022 年广西非亲

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交流联谊活动在桂林市
全州县举行。活动中，捐献者代表、无偿献血
者代表互相交流心得体会，呼吁大家积极加
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偿献血队伍中来。截
至 2022年 6月，桂林已累计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 50 例，无偿献血者达到 42.73 万人 ，
11200人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蒲江助力成都血液供应
本报讯 （蒲红）为助力成都疫情防控期

间的血液供应，7月21日，四川省成都市蒲江
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健局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活动中，249 人成功献血，献血量达
81800毫升。

瑞昌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郭遗淼）7 月 14 日至 15 日，江

西省瑞昌市开展主题为“献血是一种团结行
为，加入我们，拯救生命”大型无偿献血活动，
377人成功献血 123500毫升，16人加入中华
骨髓库，创瑞昌市历来报名献血人数新高。

金山区慰问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
本报讯 （金红）近期，上海市金山区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玉萍赴石化
街道两户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章来根和张兴
甫家中慰问。截至2022年6月30日，金山区
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 1247人，本次“夏日送
清凉”活动共计发放慰问品 1247份，覆盖率
达百分之百。

晋中成立首支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张荣）为进一步推动无偿献血

工作的开展，山西省晋中市红十字会经过多
方沟通努力，于“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携
手晋中市中心血站，共同为中国红十字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总队晋中市分队举行了成立仪
式，并为分队队长、副队长、顾问颁发聘书。

宁海路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鼓红）7 月 18 日，江苏省南京

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活动中，55 人成功献血，献血量
15800毫升，成份献血 1人，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5人。

洛阳“95后”外卖小哥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洛红）7月13日，历经3小时20

分钟，河南省洛阳市“95后”外卖小哥付小军
（化名）在市中心医院成功为一位罹患血液病
的儿童捐献“生命种子”，成为中华骨髓库第
13559例、河南省第1125例、洛阳市第42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西安14市民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本报讯 （西红）为进一步推进遗体和人

体器官捐献理念传播，弘扬文明新风尚，7月
20日，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到碑林区郦景
豪庭小区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共有14名爱心市民填表成为人体器官
捐献登记志愿者。

岳阳2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岳红）7月11日，湖南省岳阳市

湘阴县政府公务员蒋帅（化名）和汨罗市某废
品公司老板杨立（化名）在岳阳市中心医院造
血干细胞采集室同时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分别挽救了郑州和苏州两个孩子的生命，成
为全市第 423位、424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目前，全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捐献资料已入
库9.4万份，累计成功捐献424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