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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 记者 贺晔

9 月 21 日，李鼎终于走进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报到，开启
作为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这
一天，比其他同学入学的日子晚
了17天。说起延迟报到，李鼎觉
得“很值得”，这半个月中，他“单
枪匹马”赴北京捐献造血干细胞，
只为延续一名身处千里之外，年
仅13岁，罹患血液病少年的生命。

高原之爱

2019 年 5 月，李鼎加入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
骨髓库）时，身在西藏。

当时，他是西藏职业技术学
院的一名教师，在一次校园无偿
献血活动中了解到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相关信息。因为自身专
业是动物医学，他对造血干细胞
捐献过程也有初步了解，“所以，
得知只要采集8毫升血样就能加
入中华骨髓库，我就没有犹豫”。

出人意料的是，仅仅过去一
年半，2020 年 12 月，李鼎就接到
了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的电话，被告知其HLA 分型资
料与一位血液病患者相合。此
时，他同样没有犹豫，坚定地回
答“同意捐献”。“其实，早在留下
血样时我就想好了，只要有机
会，肯定要捐。只是没想到这一
天来得这么快，效率这么高，这
是缘分啊。”李鼎说。

得知配型成功的消息后，李
鼎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完成捐献
前期工作。2021 年 4 月 9 日，他
完成HLA 高分辨分型检测确认，
后因患者病情变化暂缓捐献工
作。2022 年 7 月，得知患者病情
缓解后，他再度积极配合捐献工
作，参加捐献前体检。经专家判
定，他完全符合捐献条件。

9月3日，他飞赴北京。

单骑入京

从得知配型成功到实现捐

献的这一年多对李鼎来说，是辛
苦、忙碌又满是收获的一段日
子。期间，他的妻子怀孕生产，
家里添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自
己又决定继续学业深造，考上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

捐献时间最终确定时，李鼎
正在陕西咸阳老家边带孩子边
准备博士报到。为了捐献，他需
要提前一周赶到北京。为此，他
不仅和学校商量推迟报到，还早
早订好了飞往北京的航班。这
也是他与其他捐献者非常不同
的一点——自己订机票。

此前，各地红十字会都会派
专员全程陪同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帮助处理各方联络、协调，保
障食宿医疗服务等后勤问题。
但在李鼎捐献前，西藏拉萨、陕
西西安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处于静默或出行管控状态，本应
陪同赴京的工作人员都在居家
隔离，他只能一个人踏上赴京捐

献的旅程。
出行前，李鼎预订的机票因

故变更两次飞行时间，到达时间
太晚，他不想给北京接机的中华
骨髓库工作人员添麻烦，又退掉
了原来的机票，重新预订。但在
李鼎眼中，这些麻烦和困扰都不
值一提，“相对于挽救一个生命
而言，这些都是小事”。

同样“不值一提”的是，在北
京等待捐献，每天注射动员剂的
5 天内，他被隔离在小小一间病
房中，除每天去走廊打水一次
外，再没有走出病房一步。

新的人生

9 月 9 日，李鼎按照计划，在
血液分离机边躺了近 4 个小时，
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

当晚，他收到信息反馈，这一
袋意味着希望和生命延续的“种
子”由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专程
运送到千里之外患者所在的医
院，挽救那名13岁的少年。之后，

他又一个人返回陕西，短暂休息
后，返回校园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因为“双盲”原则，饱受病痛
折磨的少年为远方不知名的“血
缘亲人”早早写下一封满含深情
的感谢信。他（她）写道：“得知
您所在的城市疫情十分严重，可
好心的您仍愿意冒着风险奔赴
另一座城市为我捐献，您博大的
爱心，崇高的精神让我感到十分
钦佩！”伴随这封信，少年把自己
随身佩戴 12 年的生肖牌作为礼
物送给远方“亲人”，期盼他收下
这份感激和祝福。

收到信和礼物，李鼎感动不
已，更觉得这一趟远行“值得”。
他说：“造血干细胞捐献于我而
言是一件小事，给患者带来的却
是延续青春生命的希望，能够以
微薄之力给他人以温暖，我感到
非常自豪。我也是一名老师，希
望与我有‘缘’的他（她）早日康
复，重返校园，平安顺遂地走好
未来的人生道路。”

这趟一个人的远行，值得！
——记西藏自治区第1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李鼎

9月17日，第8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北京市红十字会邀请历年
捐献者聚在一起举办团建活动，十几名身着绿色T恤的人分为红黄
两队，激烈地玩着今年最受欢迎的飞盘运动。 （京红）

快接住，加油！

浙江 台州市31名爱心人士加
入中华骨髓库；台州市

黄岩区红十字会联合各乡镇街道红
十字会，组织开展主题活动；宁波市
近百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志愿捐
献者欢聚一堂。

四川 广元市朝天区红十字会
联合中子镇开展宣传活

动，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活动
现场，医护人员及志愿者向踊跃参与
无偿献血的干部群众讲解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意义，无偿献血、采集程序
等知识，为献血者发放证书及礼品。

山东 威海市授予 2005-2021
年威海市84名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威海市见义勇为先进集
体”荣誉；临沂市开展宣传活动，为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授旗；
东营市东营区开展宣传活动，100余
人参加活动，发放相关宣传资料500
余份；营口市举办宣传活动，向过往
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

江苏 苏州市举行主题宣传活
动，副市长季晶为捐献

者代表颁发“三免卡”和爱心保障
证书，昆山 5 家单位、6 位个人荣获
表彰；徐州全市联动，构建宣传矩
阵，开展线上宣传；无锡市组织宣
传活动，发放宣传折页 200余份，现
场答疑 100余人次，5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东台市开展宣传活动，发放
宣传资料 500余份，210人参与无偿
献血，献血总量 66000毫升，14人加
入中华骨髓库；南通市开展“弘扬
新风尚 喜迎二十大”宣传活动；南
通市通州区与区融媒体联办“红十
字‘救’在身边电台栏目；南通市如
东县红十字志愿者葛朋朋启程进
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前准备；启东市
红十字会走进爱心企业作造血干
细胞捐献知识宣讲；南通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组织无偿献血、造血干细
胞采样活动；海安市面向全市 176
名新录用公务员发布倡议书，号召
新鲜力量加入无偿捐献志愿服务

队伍；盐城市红十字会在盐城
汽车客运站开展主题宣传活
动；盐城市射阳县出台《造血干
细胞和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者
困难家庭救助实施办法》。淮
安市，如皋市，南通市崇川区、
海门区，盐城市亭湖区、滨海
县，泰州市姜堰区、高港区、靖
江市等地也纷纷开展了主题宣
传活动。

安徽 安庆市在人民路步
行 街 开 展 宣 传 活

动，向市民发放宣传材料；池州
市在青阳县举办全市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服务培训班。

辽宁 沈阳市皇姑区线上
线下相结合开展宣

传活动，并号召 10 个街道红十
字会组织全区红十字志愿者进
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偿献血
捐献宣传；沈阳市铁西区开展
宣传活动，共向 1000 余人次进
行宣传，并发放宣传材料500余
份；锦州开展宣传活动，50余人
参加，现场共采集血样39人份。

湖北 荆州市在荆州花台、
沙隆达广场、沙市中

商百货献血屋同步举行公益宣
传活动；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
县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共 41 人
献血，献血量 14500 毫升，24 人
加入中华骨髓库；宜昌市长阳土
家族自治县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手册 2000 余份，普及
群众 2000 余人；鄂州市组织 30
余位志愿者观看中华骨髓库湖
北分库管理中心主办的世界骨
髓捐献者日“云”健康直播录像
骨髓捐献宣传资料片；利川市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5名志愿者成
功献血，采血总量1500毫升，11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
特 市 两 级 红 十

字会在呼和浩特市红十字文化

主题公园内共同举办宣传活
动，100 余人参加；呼伦贝尔市
红十字会联合各旗市区红十字
会、海拉尔区文化馆举办宣传
活动，同时进行视频网络直播，
设 1 个主会场和 12 个分会场，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和志愿者

“云”上相聚，直播获赞 17.4 万
次、在线观看人数突破 1 万人
次；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联合
旗区红十字会举行宣传活动，
志愿者现场为大家讲解“三救
三献”知识；阿荣旗红十字会开
展宣传活动, 共发放宣传材料
700余份。

甘肃 金昌市红十字会联
合市中心血站开展

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册、纪念品
200余份；金昌市金川区红十字
会联合双湾镇新粮地村村委会
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张掖市山
丹县红十字会联合城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展宣传活动，共
发放宣传资料 1200 余份，接受
检查咨询100余人次，测量血压
200余人次，E信通短信平台发
送信息 1022 余条；平凉市崇信
县红十字会在李元谅广场开展
主题宣传活动；静宁县红十字
会在平凉机电工程学校、献血
屋广场等地集中开展系列宣传
活动，发放宣传手册3000余份；
庄浪县红十字会在紫荆广场献
血屋前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福建 龙岩市红十字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服

务队组织20余名志愿者走进龙
岩市中心血站，进一步探索血
液奥秘，并进行了公益宣传联
谊活动。

河北 秦皇岛市红十字会
举 行 系 列 宣 传 活

动，向过往市民发放捐献造血
干细胞知识宣传册和倡议书
1000余册。

感谢您，捐献者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活动

“00后”女孩捐献器官救5人
本报讯（王天琪）9月4日上

午，一场告别仪式在江西省宜春
市新建医院进行，这是18岁大二
学生周桐和家人们的最后一面。
8月 30 日，周桐因脑溢血不幸离
世，家人决定，代周桐捐献器官挽
救他人的生命。周桐捐赠的器官
一共挽救了5名患者。

8 月 30 日下午，周桐被同学
发现在学校宿舍内昏迷不醒，随
后送至新建医院实施抢救，最终
因脑溢血不幸离世。

得知周桐脑死亡后，周桐的
姐姐与医生谈话后决定说服父
母，捐献妹妹的器官。“我很早之
前就了解过器官捐献的事，但父
母都是乡下人，器官捐献对于他
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我没
和他们提过。妹妹脑死亡后，医
生说可以考虑器官捐献，详细了
解后，我就和爸妈说了。”周桐的
姐姐说，虽然父母一开始没法接
受，但是后来父母想通了，同意
了捐献。

随后，在南大一附医院OPO
（器官获得机构）团队和宜春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协调见证
下，周桐的家人签了《人体器官捐
献知情同意书》。最终，周桐捐献
了心脏、肝脏、肾脏（2个）、肺，挽
救了5位急需器官移植患者的生

命。
周桐的姐姐回忆说，周桐

很懂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今
年还利用暑假找到了实习单位
赚钱。实习期间遇上疫情，周
桐还在工作之余主动报名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

“妹妹是个非常懂事善良
的孩子，独立有主见，不需要我
们操心。收到实习工资第一
天，她立刻给妈妈转账，并表示
以后赚的钱都会给妈妈用，要
好好孝顺老人家。”周桐姐姐
说，虽然她和妹妹年龄差距有
些大，但两人感情很好，“虽然
之前我们没讨论过器官捐赠的
事，但以我对妹妹的了解，如果
让她选，她一定也会选择捐赠。
或许通过这种方式，能将妹妹
的善良美好继续留在这人世
间，同时也希望妹妹以这种方
式‘活着’。”

周桐的母亲也说：“我们正
在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虽有
万分不舍，但希望小桐的生命
能够通过器官捐献得到另一种
方式的延续，这样还能为其他
深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带去生的
希望。小桐要是能知道的话，
肯定会支持这个决定。”

医护夫妻双双捐献遗体
本报讯（王卢瑶）“愿将遗体

捐献给医学事业，略尽绵薄之
力”！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第四人民医院离退休职工应立尧
和沈明夫妻俩共同的遗愿。

2020年6月16日，沈明离世；
2022年8月2日，应立尧离世。子
女按照遗愿，先后为他们办理了
遗体捐献手续。

1961年12月，应立尧与妻子
沈明结成伉俪。1984年，两人先后
调动至昌化人民医院（现临安区第
四人民医院）工作直至退休。夫妻
俩都是医务工作者，深知遗体对医

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新时
代也在号召培养更优秀的医务
人员，我们希望今后的医学教育
更好更强。”二老与儿女商量后，
义无反顾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
书。

应立尧的女儿应葵说，自
己的舅舅、舅妈几年前也签了
遗体捐献志愿书，这件事在他
们家人看来已经很“平常”。“虽
然心里仍会难过，但这也是为
国家做贡献，医学发达后，受益
的是子孙后代。”

本报讯 （海红）“捐献造血
干细胞真的是一件很酷又特别有
意义的事情，我感到非常自豪，因
为我的血液，能让别人的生命延
续下去，我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更
好的体现。”北京市海淀区第 128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翔说。

小翔来自安徽省，目前研究
生研二在读，非常热爱公益和公
共事业，多次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等公益活动。

2017年 4月 23日，小翔在学
校献血时，通过宣传了解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知识，当即报名加入
中华骨髓库。就这样，一粒善良
的种子，为自己埋下关于爱与奉
献的故事。

经过五年等待，2022 年 3 月
25日，经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检索，小翔 HLA 初配型
与一位患者相合。“接到电话的
那一刻，内心既激动又忐忑，因

为当时也不确定能不能走到
最后一步完成捐献，所以要做
的就是配合每一个环节。”小
翔回忆。

为了继续配合医生做好后
续工作，他一直按照要求，锻炼
身体、规律作息和健康饮食。4
月 25日高分化验与患者相合，
6 月 8 日体检正常。在抽血体
检比对成功后，他于 8月 31日
入住北京某空军医院，开始了
动员剂准备。

“特别感动的是，家人、导
师、实习单位都很理解、支持
我，并对学习和工作时间给予
了很好的安排，这给了我更大
的支持和动力。赠人玫瑰手留
余香，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希望每一
位患者都能够早日康复！”小翔
说。

大爱在身边，热血传希望

深圳市红十字会慰问献血志愿者
本报讯 （深红）9 月 10 日，广东省深圳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英姬，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业务部部长
王元彬，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崔健，市血液中心副主任刘晋洪等一行前往
各个献血点慰问献血者、红十字志愿者及一
线采血工作人员，为前来奉献爱心的热血市
民送去节日祝福。

鞍山启动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宣传季
本报讯（鞍红）9月10日，辽宁省鞍山市

红十字会举行 2022 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宣传季启动仪式暨“博爱鞍山·让爱延
续”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环湖健康徒步
行活动，共计100余人参加活动。

程桥街道18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程红）9月16日，江苏省南京市

六合区程桥街道红十字会开展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采样入库宣传动员活动，成功动员
18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东山街道7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东红）9月22日，江苏省南京市

江宁区东山街道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组织开
展“救护他人 幸福自己”无偿献血活动。活
动当日，街道参与献血人员 358 人，共献血
97200毫升，7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10岁小天使捐献一对眼角膜
本报讯（东红）9月12日下午，年仅10岁

的程湘淇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
母强忍悲痛，决定将程湘淇的眼角膜和器官全
部捐献。最终，程湘淇成功实现一对眼角膜捐
献，预计帮助2至4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

云溪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云红）9月20日，湖南省岳阳市

云溪区红十字会在卫健局机关院内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共有405人参加献血，献血总量达
141750毫升。

高港区完成1例遗体捐献
本报讯（高红）9月17日，江苏省泰州市

高港区红十字会成功完成1例遗体捐献。

潮鸣街道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潮红）9月20日上午，浙江省杭

州市拱墅区潮鸣街道联合杭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组织开展 2022 年度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
胞捐献登记入库活动。此次活动共有120余
人参与，献血量 24900毫升，7人加入中华骨
髓库。

黄河街道开展器官捐献宣传季活动
本报讯 （孟巍鹤）为进一步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传播“自愿无
偿、高尚利他”的人体器官捐献理念，辽宁省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街道红十字会自9月14日
起以“生命之约，大爱传递”为主题开展人体
器官捐献宣传季活动。

高新园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高红）9月21日上午，江苏省南

京市江宁开发区高新园开展爱心献血活动，
共33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5200毫升。

南丰“三献”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南红）9月16日，江西省抚州市

南丰县红十字会“生命接力——‘三献’知识
宣传动员”等活动走进建设路社区，呼吁更多
人加入这项崇高事业中来。

吴城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吴城乡 钱乾 尚月）9 月 16

日，江西省樟树市吴城乡红十字会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据统计，本次活动共计有56名志
愿者成功献血，总献血量19500毫升，其中18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利津老党员签署角膜捐献协议
本报讯（李星林 董强）9月16日，山东

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到利津
街道枣园村，为老党员安锡民办理了角膜捐
献登记，并为其颁发了荣誉证书。

南城红十字会全体职工登记器官捐献
本报讯 （南红）为进一步推动遗体器官

捐献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开展，9月 13日上
午，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红十字会党支部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体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

南华90人登记人体器官捐献
本报讯 （南红）近日，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南华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和遗体
及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志愿活动。活动当天，
共发放倡议书和宣传册 300余份，现场登记
遗体及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90余人。

上高慰问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 （袁丽娟）近日，江西省宜春市

上高县红十字会开展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走
访慰问活动。活动共走访了三户困难捐献者
家庭，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棉被、衣服等生
活用品。

温州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温红）为进一步提升温州市造

血干细胞捐献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质
量，9 月 16 日，浙江省温州市红十字会召开
2022 年度温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推进
会，共40余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