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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赵玮玮

戍边卫国，他们坚守哨卡；危
难时刻，他们责任在肩；人民需
要，他们奋不顾身。新时期的中
国军人，依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捐献造血干细胞，生动诠释
着内心最虔诚的信仰。他们依然
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一个行动，点燃了生命希望

盛夏，合肥，阳光炽烈。
7 月 26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造血干细胞
捐献采集室里，一名笑容灿烂、表
情坚毅的中国军人，正用捐献造
血干细胞这种特别的方式，向“八
一”建军节致敬。

他叫小帅（化名），是火箭军
某部一名现役军人。今年初夏，
安徽省红十字会联系所在部队，

告知小帅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患
者初配成功，小帅就像接到战斗
命令一样，毫不迟疑。他知道，这
次紧急任务是——救人。

“很幸运遇到了您，在我最无
助的时候，是您向我伸出援助之
手，让我看到了生的希望，也让我
满怀信心期待人生新征程。”一声

“我愿意”，让远方的一位人民教
师重拾生命的希望。

“感谢您让我有机会重返讲
台，让我还有机会再次面对那些
可爱的孩子，培养更多的祖国花
朵。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为社会
多做贡献，呵护身边的每个人。
我会用您无私奉献的精神来教育
我的学生，让爱传递下去，让更多
人感受到人间大爱。”患者在给小
帅的回信中写道。

“我想送你一块石头，这块石
头，是经历戈壁风沙千万年洗礼

缔造的大自然奇迹，它曾陪伴着
我军旅生涯一路成长，现在转赠
给你，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创造生
命奇迹。”小帅同样还赠给远方的
TA一份最特别的礼物和最美好
的祝福。“我是一个乐观积极的
人，我希望我的乐观和积极能够
通过血液一起传给你，愿你早日
康复，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今后
的日子里平安喜乐。”

一颗爱心，温暖了伟岸胸膛

2022 年 3 月，退役军人扬扬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安徽
省第400例捐献者。

对于爱心事业，扬扬一直有
着自己的坚持。2020 年疫情爆
发，刚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他，得
知武汉即将封城，急缺医疗物资，
就和家人商量赶回武汉做志愿
者。“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如果不

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会很
遗憾”。扬扬连夜筹集了满满一
车物资，逆行而上。

2022 年 4 月，安徽疫情防控
压力陡增，一位远在重庆的患者
急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救助，安徽
淮南的退役军人大山毫不犹豫选
择逆行。最终在安徽省、淮南市、
合肥市多部门联动下，经过闭环
转运实现了一场疫情下跨越百公
里的爱与生命接力，实现了自己
10 年前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的
庄严承诺。

一份天职，传递了美好力量

安徽黄山的阿华是一名刚刚
转业的军人，曾先后荣立个人三
等功 1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8次，
受到嘉奖多次。

16年的军旅生活，锤炼了他
坚毅的性格和担当的品质，让他

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工作之余，
他经常参加义务献血活动，已累
计献血 2100毫升。今年 5月，他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他说：“我
是一名转业军人，更是一名党员，
我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和挽救他
人的生命。”

“我虽脱下戎装，但热血永远
为人民流淌，我愿意把仁爱之心、
无私奉献的中华美德传承下去，
同时也希望通过我的实际行动，
带动更多人特别是广大退役军人
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行
列中来。为社会和人民服务是我
们军人的天职，我永远不会忘
记！”阿华说。

截至目前，安徽省造血干细
胞捐献累计实现 437 例，其中有
48 位来自绿色军营。他们用热
血成就了一段崭新的生命，用奉
献为他人续写了美丽的人生。

坚毅的眼神 温暖的目光
——致敬无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中国军人

津南区80余名退役军人登记入库
本报讯 （津红）7月18日，天津市津南区

红十字会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2022
年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动。全区首
批80余名退役军人志愿者、爱心人士完成造血
干细胞采样。

城固完成又一例器官捐献
本报讯（朱爱国）7月27日，陕西省城固

县完成1例器官捐献。付先生是该县今年第
3例捐献者。近年来，县红十字会积极参与
推动“三献”工作，在辖区医院、器官捐献协调
员、村（社区）等各方共同努力下，累计完成
26例器官捐献，使70余人生命得以延续。

桂林医学院成高校无偿献血服务基地
本报讯 （陶光均）7月13日上午，广西桂

林市高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基地授牌暨2021
年度高校无偿献血表彰大会在桂林医学院举
行，桂林医学院被颁授桂林市高校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基地牌匾。该校先后获评全国无偿献
血促进奖（单位奖）、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镇江慰问退役军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镇红）7月29日，江苏省镇江市

红十字会、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
慰问活动，向全市10名退役军人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慰问活动得到
了中国石油镇江公司支持，该公司员工周涛
（化名）是镇江市第6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包头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 （包红）5月 7日至 6月 22日，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红十字会深入旗县区开展
了10次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在各旗县
区红十字会大力宣传配合下，共采集造血干
细胞样本 382人份，提前完成 2022年度任务
目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6777人加入中华
骨髓库。

宾川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宾红）7月26日至27日，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红十字会组织2022年第
二次无偿献血活动。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
300余份，479名爱心人士参加无偿献血，献血总
量达到126880毫升，志愿服务374人次。

临川28岁小伙捐献遗体
本报讯 （熊德意）7 月 26 日，江西省抚

州市临川区西大街社区 28 岁男孩安详离
世，生前他作出了自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
究的决定。逝后，其父亲作为委托人和执行
人代他完成了遗愿。截至目前，临川区 2022
年已实现人体器官及组织捐献 2例，遗体捐
献 2例。

乌拉特后旗30人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周沉夕）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红十字会系统组织志愿者在乌
拉特后旗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来
自法院和消防大队的 30名志愿者完成了血
样采集。此次采集是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
开展的第 7 次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采集工
作，目前全旗共有 344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
髓库。

广水义工联获评献血“模范组织单位”
本报讯 （广红）近日，湖北省广水市广

善义工联合会荣获随州市无偿献血“模范组
织单位”荣誉称号，这是全市唯一一个获奖的
志愿服务组织。据了解，这是继荣获广水市

“优秀志愿服务队伍”荣誉称号后，广善义工
联合会再次获得嘉许。

鹰潭举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欢送仪式
本报讯（鹰红）7月21日，江西省鹰潭市

红十字会举行全市第 1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蒋先生赴南昌捐献欢送仪式，共计 20
余人参加。欢送仪式结束后，捐献志愿者蒋
先生在市、区两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同下
乘车赶赴南昌，为捐献工作提前做准备。

铜川举办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武玲娟）7月28日，陕西省铜川

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座谈暨培训会
举行，省、市、县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及遗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志愿者代表30余人参加。

截至目前，全市登记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 3200余人。继 2019年 3月、2020年 1月先
后实现器官捐献、遗体捐献“零”突破以来，已
累计实现角膜捐献7例、遗体捐献6例。

河口区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本报讯（河红）7月27日，山东省东营市

河口区红十字会 2022 年度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工作顺利完成，共采集血样50人份。活
动现场，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医院、社区及企
业的志愿者填写了登记表。

麒麟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王颖）7 月 22 日，江苏省南京

市江宁区麒麟街道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活动中，共有198人成功献血，累计
献血总量 65300毫升，8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其中，街道工作人员范德刚已经连续11次参
加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00余毫升。

昆山爱心书记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颜丹丹）近日，江苏省昆山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方东完
成了 252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采集，成
为昆山市第 73 位成功捐献者。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 9065 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功捐献 73例。

我行你也行
7月19日，河北省霸州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宣

传活动。活动现场，39名志愿者填写了志愿捐献登记表。
(霸红)

■ 朱莹

“人总是有这么一天，其实我
也算不上什么奉献，想到哪儿就
做到哪儿，就想临终时把遗体捐
出去。”7月2日，在江西省肿瘤医
院安宁病房，刘贤林的生命永远
定格在了60岁，这是他生前许下
的遗愿。

瞒着家人报名了遗体捐赠

刘贤林是吉林人，曾是一名教
师，后随家人来到江西南昌工作，
2021年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后，一直
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斗争。

“其实比较早之前，父亲也说
过胃痛，但一直没当回事，比较严
重了才去医院，谁想到已经是胃
癌晚期。”刘贤林的女儿刘女士
说，父亲确诊后一直积极治疗，

“但化疗、癌痛真的让他特别痛
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一
直在家疗养”。

今年 5月 27日，刘贤林入住
省肿瘤医院安宁病房，准备在医
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入院后，
他告诉家人，去世后想要捐献自
己的遗体。一家人这才知道，在
家疗养期间，父亲就瞒着家人报
名了遗体捐献。

刘女士表示，在生活中父亲

是一个正直善良、和蔼可亲、朋
友很多的人，但她从没想过父亲
想要捐献自己的遗体，而且是全
身捐献，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想
要落叶归根。“家里人一开始确
实有过纠结，心情也很复杂，后
来渐渐接纳、理解、尊重父亲的
决定，这是很‘新潮’的做法，也
是有意义的事情，父亲真的很伟
大。”

对于遗体捐献，一直照顾刘
贤林的护士深表敬佩：“刘叔，您
很伟大，真的。”刘贤林却认为，人
都有这么一天，大家都想开一点，

“我不奉献、他不奉献，那谁奉献
呢？没什么伟大的。”

刘贤林笑称，做出这个决定
并不容易，他给自己做了思想工
作后，还要给家人做思想工作。
说到这儿，他抬起左手想握住女
儿，但因为没有力气，仅仅碰了碰
就垂在病床上，女儿拿起他的手
紧紧握住，强忍着悲痛点了点头，
表示支持并将帮助父亲完成心
愿。

让生命在爱和奉献中延续

7月2日下午，刘贤林因病与
世长辞，享年 60 岁。在病房里，
家属、医生、护士等为刘贤林举办
了追思会，床边放满了鲜花，家属

悲恸大哭。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
会遗体捐献协调员周萍赶到病
房，按照生前意愿，其家人在周萍
的见证下签署捐赠协议。

“我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刘
女士红肿着眼睛、强忍悲痛。刘
女士说，她丈夫是学护理出身，
之前也会接触到“大体老师”，他
们清楚由于数量少，一位“大体
老师”可能会供很多学生观察，
但没办法让学生上手做实验，

“没有人做这样的事，医学就很
难进步，我父亲可能也是这样的
想法。”

简短的道别后，刘贤林的遗
体被捐献专用车接走，成为抚州
医学院一名“大体老师”。

周萍表示，一般是一两年
时间，当超过使用临界点时，医
学院会将“大体老师”送去殡仪
馆焚化，然后将骨灰安葬在纪
念园，“红十字会将把捐献者的
名字镌刻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上。每年清明时节，将组织家
属、志愿者们一起往前纪念园
缅怀纪念，表达对捐献者的崇
高敬意。”

截至今年 3 月底，江西登记
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12万余人，
成功实现遗体、器官及组织捐献
1589例。

“我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伟大的事”
——记人民教师、“大体老师”刘贤林

本报讯 （花静）7 月 19 日清
晨，在陕西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手术室，器官捐献获取团
队、手术部通力合作，紧张地实施
一台特殊的器官获取手术。这名
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尽头选择让自
己的肝脏与角膜去陪伴三个需要
移植的病患走完余生，而特殊之
处在于——他也曾是一名器官移
植受者。

22年前，三十而立的左先
生被诊断为终末期慢性肾衰，
在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饱受定
期血液透析的折磨，这给左先
生的身体与精神都带来极大痛
苦。幸运的是，他等到了合适
的肾源，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接受了肾脏移植手
术，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左先
生和他的家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器官捐献对一个饱受疾病困扰
的病患及家庭来说是多么的重
要和难能可贵。

2022 年 7月 17日，年近半
百的左先生突发脑出血，在西
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
历了两天全力抢救，但最终因
病情严重，无力回天。左先生
的家人看着眼前的脑死亡诊
断结果，决定将左先生数十年
前收到的这一份大爱继续传
递下去。

经过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OPO 团队评估，左
先生捐献了肝脏和角膜，为三
个家庭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本报讯（许欢）7月18日，张
亚连老人在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
院逝世后捐献眼角膜，完成了最
后的心愿——送给“第二故乡”一
份特殊的生命礼物。

张亚连是安徽省宣城市绩溪
县人，年轻时和丈夫在黄山市屯
溪区开了一家餐饮店，一开就是
10余年。在此期间，他和老伴对
屯溪留下了深厚的感情，也深深
地爱上了这片承载着徽州血脉的
土地，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
乡。

今年年初，张亚连被诊断为
癌症晚期，多方求医后因病情严
重在合肥住进了 ICU 病房。在
生命弥留之际，她向老伴和女儿
们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希望
能够再一次回到屯溪，捐献自己
的眼角膜，为社会作出最后的贡
献。家人们答应了她的要求，用
救护车连夜从合肥转运至黄山市
人民医院 ICU病房，同时联系当

地红十字会，表达捐献眼角膜
的意愿。

7 月 18 日，屯溪区红十字
会接到消息后，立即联系合肥
爱尔眼科医院来到市医院，并
陪同家属完成角膜捐献登记
等手续。当日晚 6时 40分，张
亚连停止了呼吸，9 时 15 分完
成角膜摘取。她的一对角膜
将于 14 天内移植给角膜盲患
者，让他们重见光明。

张亚连的女儿说，母亲生
前是绩溪县 2013 年度“华阳
好人”，数年如一日义务打扫
楼道及公共区域卫生。“她决
定在去世后捐献角膜给有需
要的人，我们都为她感到骄
傲。”

截至目前，屯溪区红十字
会已登记遗体角膜捐献志愿
者 16 人，协助实现遗体角膜
捐献 4 人 7 例（遗体 3 例、角膜
4例）。

本报讯（于军 崔璇）近日，
一对 80 后夫妇来到山东省桓台
县银座献血车前，一起挽袖献出
了早已约定好的爱心。

这对夫妻叫邢象洲、薛霜，是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奖终身荣誉奖获得
者邢树银的儿子和儿媳妇。

邢树银表示，看到儿子和儿
媳的献血证，他很欣慰，更感骄
傲，这是一份爱心传承。“虽然我
们都是平凡的人，但依然可以为
社会、为他人尽一份力。”

邢象洲说，平日里，父亲从
来没和家人刻意强调过献血，
但是夫妻俩一直关注着他，每
次看到父亲又去献血，都深受

感动，“今天我们终于满足了
心愿”。经献血前的咨询、了
解完成初检程序后，邢象洲
和 薛 霜 各 自 献 血 300 亳 升 。

“今天是我们第 1 次献血，这
只是我们回报社会的一个开
始，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向父
亲学习，坚持献血、多参与公
益活动。”薛霜说。

“越来越多爱心人士加入，
让我们的血液供应、医疗救治
有了重要保障。”桓台县银座献
血车工作人员表示，自己见证
了许多像邢象洲夫妇这样接力
献血、用爱心回馈社会的感人
故事，“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与
钦佩”。

22年后，他成为捐献者
陕西一名器官受助者逝后捐献器官

送给第二故乡的“最后馈赠”

山东桓台：两代人接力献血

本报讯（济红）7月25日，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
室，张翔（化名）完成了 200 毫升
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济南市第
13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张翔是一名特警，也是一名村
支书，同时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有
着16年的军旅生涯。多年来，他
热心公益事业，是济南市红十字会

等6家公益组织的志愿者、讲师。
张翔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受

到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对救死扶
伤的医护人员十分敬佩，觉得治
病救人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
业。2003年 2月，19岁的他开始
了自己的献血生涯。直到 2022
年7月2日最近一次捐献血小板，
现年39岁的他已献血近20年，共

献血 58次，献出全血 4200毫升、
成分血92个治疗单位（相当于全
血 2.26 万毫升）；宣传献血授课
63次，组织带领志愿者团体献血
35次、500余人次献血。

近期，张翔开始带领本村村
民积极献血。在他的宣传引导
下，已有 1 名村民采样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

军装警服不褪色 献血英雄立新功

器官捐献者左先生生前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