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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张妍

“人民育我终一生，情深似海
难回报。愿将遗体捐医学，聊为
民利尽绵薄。”17年前，安徽省合
肥市老革命家陈清伦、流炜夫妻
俩共同立下遗嘱，逝后将遗体全
部捐献给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器
官有用部分可用于救治病员，医
嘱执行人为他们的女儿陈静怡。

“父母说，一定要按照遗嘱执行才
是最大的孝”，2014 年陈清伦离
世，2022年7月流炜离世，陈静怡
遵照父母遗愿，先后为他们办理
了遗体、角膜捐献手续。

朴素节约，是父母给她的最
深印象

“父母都是老革命家，给我印
象最深刻的品质就是谦虚、朴素、
平和”，陈静怡说，“做什么事情都

不愿意张扬，做好事也不愿意让
人知道。生活上太朴素、太节约，
剩饭、剩菜从不舍得扔掉。”

陈清伦是江苏盐城人，1944
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任华野12纵队新
华社前线支社记者、皖北日报记
者组长、皖南大学党办秘书、合肥
工业大学校纪委副书记等职。陈
清伦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不怕艰
难困苦，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
解放事业奉献了辛勤汗水。

流炜是江苏省滨海县人，
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安徽日报
编辑组副组长、马鞍山日报社副
总编辑、合肥工业大学校医院指
导员等职，为新闻战线及学校医
疗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炎黄春秋》记载，1947年
8 月，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暨

苏中军区和第十二纵队及苏北军
区对敌斗争时，新华社成立苏北
前线支社，调去三名记者，陈清伦
就是其中一位。“作为战地记者，
父亲深入前线观察战士们的战斗
作风，真实记录重大的战役行动，
逼真刻画战士们的作战神态，也
是九死一生，可是这些父亲都很

少提及。后来父亲母亲都调回安
徽工作，继续保持着艰苦奋斗的
光荣传统。”陈静怡说。

播撒希望，他们用大爱为生
命接力

2005年的一天，陈清伦、流炜
叫女儿来签个字。“那天，父母立下
捐献遗体器官的遗嘱让我签字，我
也很吃惊。老话都说入土为安，父
亲却说‘听我的就是孝顺，去世后
一把火烧了多浪费，捐出去还可以
为医学事业做贡献’。”

2014 年 7 月，病重的陈清伦
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艰难地抬
起手，指了指床头柜。看到他的
动作，流炜说：“我知道你的遗嘱
在里面，放心，一定按你说的做。”
离世时，享年88岁的陈清伦向安
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
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捐献了遗

体和角膜。第二天一早，接受站
工作人员送来了角膜捐献证书，
陈清伦的两枚眼角膜已经连夜移
植给两位眼疾病人。看着证书，
流炜连说：“好！好！”

2021 年 12 月，流炜身体不
适，女儿陈静怡送她去医院检查，
诊断为三级心衰。那时，流炜已
经96岁高龄，出院后一直在家静
养。流炜对家人说，平时经常在
一起玩的五位老同志，现在只剩
下自己了，万一真到了走的那一
天，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遗嘱，捐出
遗体（角膜）。

7 月 13 日凌晨，流炜在睡梦
中安详离世。按照遗嘱，当天就
向安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捐献
了遗体和角膜。陈静怡说：“他们
是最好的父亲和母亲，在生命离
去最后一刻做出的榜样，我们永
远铭记在心。”

人民育我终一生 情深似海难回报

老革命家夫妻先后捐献遗体

百名退役军人献热血
7月31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百余名退役军人齐

聚即墨古城参加无偿献血活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彰显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张清美 王海磊孙毅 牛可可)

■ 杨隽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一
位老人的离世牵动了许多人的
心。生前，她被人亲切地称为“袖
套奶奶”。

“袖套奶奶”名叫钮美瑜，家
住盛泽镇仲家弄。两年前，乘坐
公交车时看到公交司机穿着短
袖，驾驶座又正对着空调，纺织厂
退休的钮美瑜一口气做了近 300
副袖套，送给盛泽公交公司所有
驾驶员。这一善举，受到了许多
媒体关注，人们亲切地称呼她“袖
套奶奶”。

而就在过世前，爱打门球的
钮美瑜还在为队友们赶制袖套。
只是这一次，她没办法亲手送给
伙伴们了。7月 14日，85岁的钮
美瑜老人意外离世。遵照其生前
愿望，老人的遗体志愿捐献给苏
州大学医学院，成为家里第三位
遗体捐献者，一如 2 年前她的母

亲李德贞，4 年前她的爱人王者
兴。

2008年，钮美瑜夫妇从电视
上了解到遗体捐献事业，便萌生
了这一想法。2009年，他们申请
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2011年，
夫妻俩又填报了捐献器官和角膜
的意愿书。受他们影响，钮美瑜
的母亲李德贞也于2014年9月加
入这一行列。

爱人王者兴是一名教师退
休，和钮美瑜一样，也是出了名的
热心肠。2003年，他开始在社区
手写黑板报，为居民发布信息资
讯，一直坚持到 2018年去世。老
两口一辈子收获了许多荣誉，教
育先进工作者、优秀辅导员、吴江
区十大好夫妻、苏州好人。但他
们最为珍视的，依然是志愿捐献
遗体纪念证书。

2017年 9月 12日，结肠癌晚
期的王者兴自觉时日不多，执笔
写下最后的留言，叮嘱钮美瑜和

两个儿子切莫过度治疗，以免浪
费医疗资源，又加重病人、家属的
负担，该“走”的时候便“走”。
2018 年 3 月 21 日，弥留之际，他
依旧坚持“离世时，切莫让外出学
习、忙碌工作的亲属来‘送行’，也
不用什么‘告别仪式’，就当是送
我去了个遥远的地方”。

爱人走后仅过了两年，钮美
瑜的母亲李德贞去世，享年 103
岁，成为苏州年龄最大的遗体捐
献志愿者。爱人和母亲先后离
世，生性开朗乐观的钮美瑜没有
消沉，反而更加忙碌，积极参加志
愿者活动。她还经常给居民免费
赠送袖套，有时儿孙们劝她歇一
歇，但老人依然故我。

2022年 7月 14日，这位总是
笑盈盈的“袖套奶奶”，走完了 85
年的人生。当晚，简单的告别仪
式在家里举行。这一晚，一个生
命的逝去，给家人留下思念，为他
人带来希望，让一座城涌动温暖。

一家两代三人捐献遗体

“袖套奶奶”走了，大爱仍在延续

本报讯（刘旭霞）6月28日早
7时许，湖南省郴州市21岁的渐冻
症患者陈松文告别了这个世界。
根据其生前遗愿，在郴州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见证下，他的父母郑重
地在遗体捐献志愿登记书上签上
了名字。

陈松文是湖南省郴州市苏仙
区人，7岁时被诊断为上肌萎缩症
（渐冻症），2009 年做了造血干细
胞移植手术。此后，这个家庭就欠
上了巨债。

6月11日，陈松文突然感觉身
体不适，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确
诊为重症肺炎，送往重症监护室抢
救，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治疗中的陈松文每天花费需万元
左右，加上不久前父亲患上脑梗，
病魔早已压垮这个家庭。“希望在
读这一封求助信的您，给我们这个
家一丝丝的温暖。非常抱歉用这
样的方式打扰到您……”6 月 19
日，陈松文和家人在一家筹款平台
上发出求助信。

肺部重度感染的陈松文很快
就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仅能依靠
呼吸机维持生命。经过 18 天顽

强抗争，陈松文于 28 日清晨不
舍地离开了人世。“我的儿子
很坚强，他顽强地和病魔抗争
了这么多天……”母亲资女士
哽咽着说：“儿子患病期间得
到了媒体、政府、社区、爱心人
士及亲朋好友等多方面的支
持和帮助，无以为报，他愿意
以这种方式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并对所有爱心人士予
以谢恩。”

说起遗体捐献的初衷，资
女士回忆，前不久，儿子偶然看
到一则年轻小伙不幸离世后，
家人选择捐献遗体的报道，他
让妈妈也看一下。“我当时就
说，宝贝要开开心心的，不要讲
不吉利的话。”资女士说 ，儿子
还是说出了一句让她至今心碎
的话：“妈妈，我也可以……”

此后，陈松文委托家人多
次联系郴州市红十字会咨询遗
体捐献相关信息，并表达了捐
献遗体的遗愿。迄今，郴州市
网上登记的人体器官（遗体）捐
献志愿者达万人以上，陈松文
是郴州市第11例遗体捐献者。

本报讯 （张鸥 王妍）“当你
知道有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些小事，
帮助他人改变一生，我想所有人都
愿意去做这件事。”7月12日，来自
陕西的90后姑娘杨洋（化名）在江
苏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顺
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南京
市第128例、江宁区第16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杨洋是陕西延安人，就职于西
安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小，父
母的一本本无偿献血证记录着一
次次的爱心奉献，就像爱的种子早
早埋进了杨洋心中。从延安到西
安，再到郑州，杨洋踏进过很多无
偿献血点，无偿献血已经成了杨洋
每年必做的事。

2017年9月的一天，杨洋再次
走进熟悉的无偿献血车。“当时，正
好有工作人员在一旁宣讲造血干
细胞捐献知识，得知能够挽救血液

病患者的生命，我就留了几毫
升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杨洋回忆。今年4月，杨洋接到
西安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告知
她与一位刚出生不久的血液病
患儿初配成功。“得知配型成功
时，我真的很激动，入库5年了，
现在终于能帮助到别人，真是
太好了。”杨洋说。

随后，杨洋顺利通过高分
辨配型。可就在焦急等待捐献
的过程中，她却因公司岗位调
整被派驻到江苏南京江宁工
作。为了不影响捐献，她第一
时间将这一情况告知了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经过西安和南京
两地红十字会积极协调，最终，
杨洋在南京顺利完成捐献。看
着采集完成的血袋，杨洋开心
地说道：“这是我做得最有意义
的一件事了。”

本报讯 （秦红）近日，河北省
秦皇岛市卢龙县00后“工地女孩”
王佳蕊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
该市第3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王佳蕊出生在卢龙县一个贫
困家庭。16 岁时，为支付妈妈的
医药费，她就开始外出打工，承担
起了家庭的重担。无论寒冬酷暑，
她全年奔波在建筑工地上，每天四
五点便出门干活。

2019 年，刚刚成年的王佳蕊
第一次参与了无偿献血，此后她坚
持半年献一次血。“献血能够帮助
到有需要的人，也是我为社会做贡
献的一种方式。”王佳蕊说，2020
年底，她在献血时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我的妈妈常年生病瘫痪在床，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病人和病人家
属的心情，留下血样不过是举手之

劳”。
今年 4月，秦皇岛市红十字

会通知王佳蕊初配成功时，她
立即表示愿意捐献。5 月 24 日
中午，在卢龙县一个建筑工地
前，卢龙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在车内完成了对王佳蕊的高分
辨血样采集检测。

7 月 21 日，历经 4 个多小
时，王佳蕊在石家庄完成了 249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的采
集，成为中华骨髓库第 13596
例，河北省第 611 例，秦皇岛市
第3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王佳蕊得知，接受她造血
干细胞捐献的是一名与她同龄
的男孩，高校在读，“能上学是
多么幸福的事，希望他早日康
复，重返校园。”

“妈妈，我也可以……”
湖南郴州21岁渐冻症患者逝后捐献遗体

苏陕接力传递生命希望

“工地女孩”为同龄人献爱心

本报讯（张倩 孙璞）“有这
样珍贵的机会去挽救他人的生
命，我感到非常地幸运，也圆了自
己多年的心愿。”近日，在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经过长达4小时的采
集，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卫健系
统职工周思成（化名）成功捐献
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
名生命垂危的重症血液病患者带
去了生的希望。

今年 35 岁的周思成是临沂
市兰山区妇幼保健院职工，2020
年 10 月进入卫健系统工作。此
前，他是一名专职负责卫生健康
宣传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我是因
为新闻宣传工作进入卫健系统，
也是因为新闻宣传工作捐献造血
干细胞”。

在媒体工作 10年间，周思成
围绕医疗改革、临床救治、慈善救
助、疫情防控等工作，挖掘报道了
大量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工作、
典型经验、先进人物，并通过新闻
报道救助了 200 余名重病患者、
孤贫儿童等特殊群体，先后获得
山东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优秀
志愿者、临沂市十佳记者、践行沂
蒙精神·最美抗疫媒体人等荣誉
称号。

2012年 5月 8日，在采访“世
界红十字日”全市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血样采集活动时，周思
成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当时并非
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后做出
的决定。”周思成表示，自己曾采
访报道了大量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的感恩故事，更见到许多重症血
液病患者因找不到配型最终放弃
治疗的不幸，一次又一次触动心
灵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捐献的
决心。

今年 5 月初，正在从事疫情
防控工作的周思成接到通知，自
己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随后两
个月里，他时刻为捐献做准备，积
极配合完成再动员、高分辨采血、
体检、动员剂注射等程序，最终于
7 月 4 日成功捐献，成为全国第
13524例、山东省第1158例、临沂
第10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从曾经的宣传者，到如今的
践行者，周思成用实际行动兑现
了加入中华骨髓库市的“生命诺
言”。

曾经是宣传者 如今是践行者

山东临沂志愿者捐献“生命种子”

造血干细胞爱心采集工作室落户金华
本报讯 （金红）近日，浙江省红十字会

正式批复在金华市中心医院建立浙江省造血
干细胞采集爱心工作室。这是浙江省首家落
户地市级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7月29
日，来自武义县的90后捐献者徐晶（化名）在
金华市中心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这
是全省地市级造血干细胞采集室的首例捐
献，也是该省第808例捐献。

江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胡博雅）近日，江西省红十字

会组织开展“热血践初心·喜迎二十大”无偿
献血活动，13名党员干部累计捐献3800毫升
血液。

玉溪举办“三献”业务培训会
本报讯（陶家祥）7月22日，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云南省人体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和玉溪市红十字会联合开
展了2022年度红十字“三献”工作宣传动员、
督导调研及业务培训会议。

江宁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杨俊）7月22日，南京未来科技

城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绿城物业江苏分公
司举办“传递爱心·奉献热血·挽救生命”主题
无偿献血活动，40 名献血者成功捐献 13500
毫升血液。

鹿泉区召开献血志愿者分队总结会
本报讯（鹿红）7月30日，河北省石家庄

市鹿泉区红十字会组织召开无偿献血志愿者
分队 2022 年上半年志愿服务总结会。会议
总结上半年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工作，树立
典型、激励先进，要求更好地推动全区红十字
志愿服务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上高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袁丽娟）近日，江西省宜春市

上高县红十字会深入卫健系统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据了解，在为期 4天的无偿献血活动
中，共有253名爱心人士成功献血，累计献血
总量达68500毫升。

利津55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利红）8月 1日至 2日，山东省

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连续两天开展造血干
细胞血样采集工作，共有55人志愿加入中华
骨髓库，其中县中心医院就有 46 人踊跃报
名。截至目前，该县共有 584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

常熟红十字会慰问“三献”志愿者
本报讯（张承欢）2022年的夏天格外炎

热，广大红十字志愿者无畏酷暑，顶着高温，
坚持为市民提供志愿服务。近日，江苏省常
熟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伟娟看望慰问了
坚守岗位的红十字“三献”宣传志愿者，送去
夏令慰问品和解暑饮料。

靖江市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靖红）近日，江苏省靖江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血站在季市镇开展为期两天的
无偿献血活动。活动中，共有 142人参加献
血，献血总量达45000毫升。

贵池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方汇阳）近日，安徽省池州市

贵池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让
爱传递”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共 54人参
与，献血量达13200毫升。

晋中00后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张荣）近日，22岁的 00后志愿

者郭心怡（化名）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
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山西省第 238
例、晋中市第2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百色医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柳红）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非亲缘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
来自百色的大三医学生小农（化名）成功完
成约 20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采集，为一
位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燃生机的希望。他是
中华骨髓库第 13655例、广西第 476例、百色
市第 30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麻城167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麻红）自7月25日启动2022年

度团体无偿献血活动以来，湖北省麻城市红
十字会积极参与和协助开展市直机关单位团
体集中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
活动。截至7月底，全市共有870名干部职工
参与无偿献血，已捐献热血 26万余毫升，采
集造血干细胞血样167人份。

疏附“三献”队伍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 （张蕾）7 月 18 日至 28 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附县布拉克苏乡、
塔什米里克乡、兰干镇等 3个乡镇红十字会
连续组织并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登记和采样活动。截至目前，由县
红十字会牵头、指导的团体性无偿献血活动
参与者近 400人、献血员 232人、采集全血量
84000毫升（420个血液单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登记入库58人。

新建区“90后”教师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邹艳梅）7月 4日上午，江西省

南昌市 90后教师小李（化名）在南昌大学一
附医院象湖院区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成为南昌市第 44例、新建区第 4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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