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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陈永根

张坤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
县蛟洋中学 2003届初三（4）班学
生。丘建平，蛟洋中学 2003届初
三（5）班学生。为了救人，同学俩
做了同样的事。

张坤华，饭店停业去救人

这几天，上杭县蛟洋镇平铺
新村的坤板海鲜私房菜馆突然关
门了，有铁杆食客给老板发私信：
今天怎么没开门呢？老板张坤华
回复：没啥事，带老婆孩子去福州
玩几天。实际上，老板“说谎”了：
他这次是去福州救命的。

张坤华一直有献血的习惯，
每年都要献一两次。在2015年一
次献血时，他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2021年年底，他像往常一样在店
里忙碌时，接到了福建省红十字

会的电话，告诉他有一位血液病
患者与他初配成功了。随后几个
月中，他一边忙店里的生意，一边
顺利完成了高分辨血样采集、体
检，准备动身前往福州捐献。

一开始，张坤华的妻子和母
亲都不忍心让他捐献。“丈夫脾气
倔，热心肠，一旦做了决定，十头
牛都拉不回。我们店地处工业
区，附近住的大多都是打工人。
有些人喝多了，丈夫都会问清地
址，把人送回家。”张坤华的妻子
薛女士说。对于日常这些善事，
张坤华不以为然：“伟大、高尚、博
爱这些词离我太远，我就是一个
厨子，只懂菜品是不是高大上。
如果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救人，
有什么理由不捐呢？”

6 月 30 日，张坤华谎称带儿
子出门玩几天，到了福州后才打
电话告知妻子实情。7月 5日上

午，张坤华躺在福州某医院的采
集室里，一旁的采集机器正在运
作，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他念诵
受捐者——一位白血病孩子妈妈
写给他的感谢信。在医务人员、
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张坤华完成捐献，成为福建省第
349 例、龙岩市第 21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一同前来的 12 岁儿
子也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丘建平，瞒着父母去捐献

时间回到八年前，张坤华的
初中同学丘建平也做了同样救命
的事。

2014年，丘建平第一次接到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再动员电话，
没有片刻犹豫，就简单回了句

“好”。再次接到市红十字会高分
辨血样采集电话，他还是简单的只
有一句“好，明天上午11点，我会

到”。在工作人员印象里，他话很
少，但答应得干脆、毫不犹豫。体
检合格后，他接到中华骨髓库的捐
献通知时回复说：“我正好在厦门，
明天9点半，我们在厦门火车站会
合。我没有告诉父母，所以没有人
陪同，也请不要进行电视报道，我
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2014 年 10 月 13 日，在厦门
某医院，经过 5 个多小时血液分
离，丘建平捐献 360 毫升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成为福建省第 119
例、龙岩市第 4 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成功挽救一名白血病患者
的生命。2016 年，国家卫健委、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卫生局为丘建平联合颁
发“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捐
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

捐献成功后，丘建平对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为了让更多人加入捐献队伍，他
从一名捐献者报名成为志愿者，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连续三
年陪同龙岩市的捐献者前往福
州进行捐献。每次捐献前后需
要 7 天，他总是牺牲休息时间和
同事换班，在工作岗位连轴转，
以确保为捐献者提供志愿服务。
有捐献经验的他大大缓解了捐
献者的不安情绪，让捐献过程更
加顺利。

“真是缘分呀，捐献造血干细
胞又把我们哥俩联系到了一起。”
丘建平说，他和张坤华都是蛟洋
中学的同届同学，读书时就认识，
工作后很久没联系了。张坤华高
分辨成功后，丘建平经常和他电
话联系，还专门从龙岩跑到他家
一趟，聊聊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
后的感受。“得知他捐献成功，我
真的很开心。”

“如果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救人，有什么理由不捐呢”

同学俩不约而同做了同样的事

向阳花开
8月2日晚，浙江省金华市红十字会器官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服务队举办了一场特殊的“云上”夏令营。本次夏令营是“向阳花开”
器官捐献特殊家庭孩子精准帮扶项目系列活动之一，15名孩子通过
线上线下共同参与。 （金红）

■ 李姝

近日，中华骨髓库陕西分库
再次迎来 3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他们分别是全国第 13495例、
陕西省第 255 例捐献者钟女士，
全国第 13506 例、陕西省第 256
例捐献者王先生和全国第 13531
例、陕西省第 257 例捐献者张同
学。

在陕西省红十字会、省造血
干细胞库管理中心举行的表彰仪
式上，三位捐献者讲述了他们的
捐献故事。

钟女士：“如果生活是一盒巧
克力糖，我希望它是草莓味的”

“作为一名护理专业的学生，
我深知疾病带给患者及家属的折
磨与痛苦，所以我在 2018年就留
下了造血干细胞血样，希望能够
帮助有需要的人。”今年 5 月，小
钟接到了陕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的电话，告诉她和一名患者配型
成功，问她是否愿意捐献。“我毫
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知道家
人一定会支持我的选择。爸爸告
诉我，只要能够救一个人，你这一
辈子就没有白活。”小钟说。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糖，很
不幸有人吃到的是苦味，万幸的
是我刚好被赋予解除苦楚的能
力，所以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来帮助对方，把苦味变成草莓

味。”作为一个即将迈入医疗系统
的医护人员，同时也是一名共产
党员，小钟理解她的职业就是救
死扶伤。目前，小钟已顺利完成
造血干细胞采集，输注到小患者
体内。“我祝福这位和我素不相识
却又血脉相连的小朋友早日康
复，希望他将来能像小太阳一样，
在人生的道路上带给别人温暖和
光亮。”

王先生：“人活着就要帮助更
多的人”

“我总记得曾在电视里看到，
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因病痛折磨而
变得形容枯槁，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终抵不过死神的力量而离去。
看着那些血液病患者充满求生意
志却又无可奈何的眼神，那时我
就暗暗提醒自己：如果有机会，我
一定要帮助这些人。”2016年，王
先生了解到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
胞捐献能够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
命，便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我的
人生将因此变得更加有意义，因
为人活着就要帮助更多的人，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

2022年，王先生与一名血液
病患者初配成功，当工作人员询
问他能否考虑捐献的时候，他心
里很清楚，在选择成为志愿捐献
者的那一刻起，就要为这个承诺
负责到底。能有机会以实际行动
践行自己的誓言，他很高兴。从

初配成功到完成捐献，王先生慢
慢意识到自己的这次选择对患者
来说意义重大。他说：“整件事对
我来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做了
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同一
次愉快的旅行，买了一件漂亮的
新衣服，但对患者则意味新生的
开始。”

张同学：“我的血液种子，是
患者生存的一线希望”

2021年秋，小张通过大学社
团组织的一次造血干细胞捐献宣
传活动成为一名志愿者，入库短
短半年他的 HLA 分型结果就与
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

这次捐献恰逢小张生日，陕
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
一场简单而又温馨的生日会。表
彰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起为
小张庆生，现场唱起了欢快的生
日歌，大家纷纷为他送去生日祝
福。

小张开心地表示：“生命无
价，人心有情。造血干细胞移植
是拯救血液病患者最好的方式，
是他们生存的一线希望。我希望
用我的捐献故事带动更多人加入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为
更多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今天我
收到了许多生日祝福，我想把这
些美好分享给这位素未谋面的患
者朋友，期待他早日康复，重拾欢
笑。”

“能救人一命，一辈子就没白活”
——来自陕西三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心声

本报讯（张予）8月3日，七夕
节前夜，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谢英
女士不幸离世，成为牟平区第 24
例眼角膜捐献者。

1960年，谢英出生于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2008年迁居山东烟
台龙口，协助丈夫打理物流公司生
意。女儿王楠介绍，父亲乐于助
人、邻里和睦，母亲性格开朗、孝敬
老人，父母二人感情很好，喜欢在
生意淡季结伴游览祖国的大好河
山。2020年，父亲突然被诊断为胰
腺癌晚期，仅2个月就病逝了。母
亲很难从丧夫的悲痛中走出来，仅
一年后就被查出患上脑瘤。

在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住院期间，谢英遇到了一家五口
签订遗体器官捐献协议的李德
亮。李德亮跟谢英讲述了自己和

家人决定捐献遗体和角膜的故
事，并且得知李德亮的父亲已
经在 5月 14日完成了遗体器官
和眼角膜捐献。善良的谢英深
受感动。

在生命垂危之际，谢英作
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捐献眼
角膜，让他人重见光明。身体
追逐丈夫而去，要留下眼睛看
世界。7月11日，牟平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上门为谢英办理了
角膜捐献登记手续。

8 月 3 日，谢英老人不幸离
世，她的大爱感染着一家人。
据悉，谢英老人的女儿王楠、女
婿王俊岭也在中国遗体捐献网
络注册平台进行了器官捐献登
记，他们将秉承母亲遗志，在百
年之后奉献大爱、造福社会。

本报讯 （张予）7月 27 日，来
自河南省荥阳市的爱心教师曹老
师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位血
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种子”，用实际
行动为学生上了一节难忘的生命
教育课，成为郑州市第374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今年 40岁的曹老师是荥阳市
一名数学教师，她工作认真负责，上
课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敬爱，曾获

“河南省优秀班主任”“河南省骨干
教师”“荥阳名师”等荣誉称号。

曹老师与患者的“缘分”，起始
于 2008年荥阳市教育系统开展的
一次无偿献血活动。她表示：“在
这次活动中我了解到，造血干细胞
捐献可以在不影响自身健康的前
提下帮助别人，我没有犹豫就加入

了中华骨髓库。”
今年 5月，曹老师接到郑州

市红十字会电话，得知自己与一
位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她
当即回复说愿意捐献。回想起那
天的情景，曹老师说：“当时我的
心情特别激动，因为几年前也曾
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但由于患
者病情变化，没能往下进行。非
血缘关系配型成功的几率特别
低，没想到还能有机会完成自己
许下的生命承诺。”

“捐献日期在暑假期间，正好
不会耽误给孩子们上课。我曾跟
学生说，如果每个人都愿意付出
一份力量，世界会更加美好。这
次能够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
话，我觉得很幸运。”曹老师说。

留一双眼睛看世界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实现第24例眼角膜捐献

辛勤园丁播种生命 最美教师为爱护航

荥阳教师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余红）穿上“橄榄
绿”，他是一名军人；脱下戎装，他
是一名机关工作人员。8月8日，

“95 后”退役军人沈佳磊在浙江
杭州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跨省
拯救了远方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
命，成为浙江省第810例、杭州市
第 247例、余杭区第 30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2017 年，沈佳磊应征入伍，

两年的香格里拉高原驻队生活，
褪去了他身上的稚嫩，他因表现
优异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记嘉奖
一次。“部队生活让我完成了一次
自我蜕变，这种影响是终生的。”
沈佳磊说。

2021年，沈佳磊参加无偿献
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时隔一
年，他被告知与一位患者配型成
功，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捐献。

起初，沈佳磊的父母不同意。得
知余杭区第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张建国也是退役军人，沈佳磊
便向他了解具体情况，并以此说
服父母，父母终于同意了。

“部队曾经教导我，生命的价
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奉献，把自
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
值。”沈佳磊说。

换个“战场”守护一方

驻马店一周完成3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 （驻红）8月 3日至 6日，河南省

驻马店市红十字会先后完成3例人体器官捐
献，共捐献 9个大器官，挽救了 9位器官衰竭
患者。2022年以来，驻马店市红十字会共完
成人体器官捐献 19例，捐献大器官 57个，挽
救了54条濒危患者的生命。

达茂旗五保老人登记遗体器官捐献
本报讯 （刘佳莉）8月 8日，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达茂旗红十字会迎来了一位特殊的
客人，71岁的五保户老人专程来办理遗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老人表明心愿后，旗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向老人具体讲解了遗体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的相关知识，并帮助老人顺利完
成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

盐城表彰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者
本报讯 （陆仁平）8月 7日，2021年度盐

城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暨
2022年志愿者培训班在江苏省盐城市召开，
来自各行各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 50人
参加了会议。盐城师范学院团委等5个志愿
服务组织、方璇等 9位无偿献血工作先进个
人、蔡万明等36位优秀志愿者、司湘楠等8位

“我的献血（服务）情怀”征文获奖学生志愿者
受到表彰。

信都区6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信红）8月 3日至 5日，河北省

邢台市信都区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活动，近百名爱心志愿者参加。据统计，
此次活动共有 60人成功采集造血干细胞血
样。

万载3岁“天使宝宝”捐献人体器官
本报讯 （万红）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万

载县3岁幼儿因车祸导致脑死亡。其父母在
悲痛之余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捐献宝贝的
人体器官，在人世间留下一份珍贵的“生命礼
物”。7月 2日，在宜春市红十字会和器官获
取医院协调员的见证下，小天使在宜春市人
民医院捐献一肝两肾，为病重患者带去生命
的希望。

辽宁新增一例造血干细胞捐赠
本报讯 （辽红）“八一建军节”这天，一

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退伍军人小张，为一位
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捐献了珍贵的造血干
细胞，成为辽宁省第 28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金华18个月幼儿捐献人体器官
本报讯 （金红）7月 4日上午，浙江省金

华市浦江县浦南街道前于村 18个月大的于
得智小朋友意外落水，被送往浙江省儿童医
院抢救。遗憾的是，经历了长达 9天的救治
后，生存希望十分渺茫。7月12日晚，其父母
含泪签订了器官捐献确认登记表。7月13日
中午，于得智的一对眼角膜和两个肾脏经手
术后成功移植给了其他患者，为他们带去了
光明和新生。

绍兴红十字会慰问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郑耀）8月 4日，浙江省绍兴市

生命阳光红十字志愿队开展阳光彩虹行动
“爱在七夕”暖心慰问活动，带着鲜花和慰问
品来到 5户捐献者家中。下一步，市红十字
会将继续围绕捐献者的子女、父母、家庭三个
方面，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人道关怀。

辽宁举办“小红花聚友爱”夏令营
本报讯 （辽红）7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华

骨髓库辽宁分库举办第五届“小红花聚友
爱”夏令营活动。来自全省各市的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代表汇聚一堂，通过讲座培
训、参观学习、拓展训练、座谈交流等形式，
不断优化骨干志愿者及新增志愿者志愿服
务水平。

练市镇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施旭明）8月 8日上午，浙江省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红十字会在练市镇健康
馆门口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共有
130 人参与，成功献血 90 人，累计献血量
28600毫升。

鼓楼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鼓红）7月27日，江苏省南京市

鼓楼区江东街道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街
道干部、社区工作者、城管队员等踊跃参加。
活动共有 57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 16000毫
升，其中8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东台市中医院医护人员踊跃献血
本报讯 （卞兰华 杨玉明）8 月 8 日下

午，江苏省东台市中医院医护人员针对夏季
高温用血紧张的实际情况，号召正在值班的
医护人员无偿献血，共有 39人参与，总共无
偿献血11500毫升。

东营区70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刘旖晗）日前，山东省东营市

东营区红十字会 2022 年造血干细胞采集活
动圆满结束。7月 23日、8月 1日、8月 4日，
东营区红十字会开展3次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工作，共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70例。

靖江7人获见义勇为奖励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省泰州市召

开全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见义勇为奖励大
会，会议对 48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进行表
彰。其中，靖江市共有 7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获得见义勇为奖励。

近日，21 岁女孩陈俊丽（化
名）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
离世，家属决定将她的部分器官
无偿捐献。在陆军军医大学西南
医院 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
团队和重庆市红十字会共同见证
下，陈俊丽的父亲陈小勇含泪签
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将陈俊
丽的一枚肝脏、一枚肺脏以及两
枚肾脏无偿捐献给需要的人。

今年6月，陈俊丽收到了重庆
交通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书，正值
花一般年纪的她，对未来充满了无
限希望。8月2日，正在吃晚饭的
陈俊丽突然头痛难忍，并出现神志
不清的情况。家人立即把她送到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救治。

“送过来的时候几乎没有自
主呼吸，血压也极不稳定。”陆军
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张永辉介绍说，患者当时已
是深昏迷状态，需要用呼吸机维
持呼吸。通过检查医生发现，患
者脑干出血，而且出血量非常大，
迅速形成了脑疝，病情凶险，随时
都有生命危险。医院立即组织多
学科联合会诊，对患者进行抢救。
但由于出血量太大，病情发展极
快，陈俊丽最终没能挺过来。

“丽丽是一个特别好学、开
朗、懂得感恩、重情义的孩子，本
来我正计划带她去贵阳玩。”未能
完成的毕业旅行成为父亲陈小勇
心中永远的遗憾。陈小勇哽咽着
说：“虽然她的生命很短暂，但我
们还是想让她为社会做点贡献，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于是我和妻
子商量，把女儿有用的器官捐献
给别人，也是想让她的生命以另
一种方式延续。”

得知家属意愿后，医院通过
临床评估和电生理评估，明确陈
俊丽已达到脑死亡标准，符合捐
献要求。在重庆市红十字会和医
院的共同努力下，陈俊丽在陆军
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完成了捐献，
这也是重庆市2022年第100例人
体器官捐献。

重庆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桂家帅说，陈俊
丽捐献的一枚肝脏、一枚肺脏以
及两枚肾脏，可以成功挽救 4 名
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丽丽从小就喜欢黏着我，让
我带她到处玩。”陈俊丽的哥哥陈
鸿说，他会带着妹妹的那一份期待
与希望，去认识世界、感受世界。

（中国新闻网）

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