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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圆了安居梦

莒南七旬老人去世捐遗体
本报讯 （莒红）1 月 7 日，山
东省莒南县石莲子镇西北庄村
75 岁的庄会泉老人因病去世捐
献遗体。这是莒南县 2019 年首
例遗体捐献，全县目前已实现 5
例遗体捐献。

涟水公益宣传进公交
本报讯 （涟红）1 月 1 日起，
江苏省涟水县红十字会联合县驰
宝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在约 40 条
线路的 200 辆公交车拉手、座椅
靠背及车身内饰处张贴人体器官
捐献公益广告和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公众号二维码，向公众宣传器
官捐献。

神农架林区12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本报讯 （韦艳）近日，湖北
省神农架林区 12 名志愿者完成
造血干细胞信息及样本采集，成
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实现
了神农架林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零的突破。

泰州二中表彰红十字青少年
本报讯 （陈青松）1 月 7 日，
江苏省泰州市第二中学对获得
2018 年“优秀红十字青少年”的
41 名 学 生 进 行 表 彰 ，并 颁 发 证
书。

——河南省汝南县红十字会引领企业参与危房改造工作纪实
■ 杨晓河
近日，
中原大地气温骤降，
室外
滴水成冰。刚搬进新房的贫困户李
培良满面春风，逢人便夸：
“ 以前俺
住的房子，冬天跑风，夏天漏雨，多
亏红十字会联系企业帮俺盖了新
房，再也不用担心一家人受冻了！”
自 2017 年开展“结伴同行脱贫
路”活动以来，
汝南县红十字会积极
引领企业参与贫困户危房改造工
作，让 300 多户危房贫困家庭住上
了温暖舒适的新房。

给贫困户一个家
年近 70 岁的李培良是驻马店
市汝南县三桥镇鸭湖村四组建档立
卡贫困户。
几年前，李培良的儿子患尿毒
症，抚养两个年幼孩子的负担落在
了老两口身上。李培良把自己的一
个肾脏移植给了儿子，也失去了劳
动能力。
为给儿子治病，家中积蓄早已

花光，还借了不少外债。一家五口
人住在破旧的瓦房中，
墙体开裂，
屋
脊凹陷，冬天进风，夏天漏雨，亟需
改造。
按照规定，D 级危房改造财政
补贴 3 万元，无法满足 5 口人住房需
求。汝南县红十字会了解到这个情
况后，积极联系爱心企业——欢乐
爱家超市有限公司与其结对帮扶，
捐赠 5 万元帮其盖了新房，改善了
一家人的居住条件。
李培良只是汝南县红十字会帮
助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的一个缩
影。
自 2017 年开展“结伴同行脱贫
路”活动以来，
汝南县红十字会积极
引领企业参与贫困户危房改造工
作，
多方筹集资金，
弥补危房改造专
项经费不足，帮 300 多户危房贫困
家庭盖起新房。

招募“同行”志愿者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红十字会
“结伴同行脱贫路”工作精神，发挥

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动员人
道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驻马店市汝
南县红十字会按照
“助力不添乱、务
实不浮飘、参与不包办”的总体要
求，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努
力寻找红十字会可以介入的空间，
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强力推进“结
伴同行脱贫路”活动。特别是在引
领企业与危房贫困户结对、参与危
房改造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汝南县红十字会成立了“结伴
同行脱贫路”活动领导小组，
利用电
视台、网络、微信等多种形式发布志
愿者招募信息，并开通了联系电话
和网络联系通道，积极动员社会各
界有志之士参与脱贫攻坚，汇聚爱
心力量。
两年来，汝南县红十字会共招
募“ 结 伴 同 行 脱 贫 路 ”志 愿 者 245
人，
其中有教师、医生、个体经营者、
政府职员、企业经理等。大家为了
一个共同的目标相聚在一起，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发

挥各自特长和优势，捐款捐物，献智献
力，
为脱贫攻坚添砖加瓦。

找准扶贫突破口
汝南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利用
双休日走村入户，调查走访，了解掌握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基本需求，对贫困
户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确
定工作目标和帮扶对象。
经过调查走访了解到：贫困户 C
级、D 级危房改造必须在 2018 年年底
前清零。危房改造所需资金由政府专
项资金补贴，但数额有限，缺口部分尚
需农户自筹。
对于人少的家庭来说，专项补贴
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成员较多的
家庭来说，专项补贴不能满足住房需
求。部分贫困户一时拿不出配套资
金，
影响了危房改造工作进度。
摸清情况后，汝南县红十字会决
定把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作为融入脱
贫攻坚的突破口。
汝南县红十字会主动和县工商联
合会合作，共同印发《关于推进贫困户

危房改造企业帮建工作的通
知》，积极引导爱心企业参与危
房改造结对帮建工作，解决危房
贫困户建房资金缺口。
通过深入企业沟通协调，广
泛宣传公益捐赠减免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承担社会责任、树
立企业社会形象等，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
捐赠热情。红十字会牵线搭桥，
帮助企业和贫困户自主选择，组
成 结 伴 同 行 对 子 ，开 展 助 学 助
困、危房改造等帮扶活动。
两年来，汝南县红十字会共
发动河南投资集团、河南金鹏管
道、汝南建得威房地产开发公司
等 40 家企业参与“结伴同行脱贫
路 ”活 动 ，募 集 扶 贫 资 金 264 万
元，绝大部分用于贫困户危房改
造，
惠及全县 300 多户贫困家庭。
截至 2018 年底，汝南县危房
清零行动已全面完成，所有危房
贫困户都搬进了温暖舒适的新
家。

梁平区慰问帮扶户
本报讯 （李羡权）近日，重
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来到定点帮扶的复平镇大龙村，
对 5 户帮扶贫困户进行走访慰
问，并逐户送去食用油等慰问物
资。

旺苍县老人去世捐遗体
本报讯 （廖海燕）近日，四
川省旺苍县崔学明老人去世，他
的家人按照其遗愿无偿捐献了遗
体和一对眼角膜。这是 2019 年
旺苍县的首例捐献。

肥东县救护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谢飞）1 月 3 日，安
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红十字会在经
开区中心学校举办了 2019 年首
场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班，该
校 300 余名师生参加培训。

郑州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培训
本报讯 （裴东升）近日，河
南省郑州市红十字会召开意识形
态专题教育培训。要求加强教育
引导，提高政治鉴别力；
定期分析
研判，增强政治敏感性；
唱响主旋
律，建强意识形态主阵地；
严格落
实责任制，确保工作落细落实。

“鲲鹏助学”走进新县
本报讯 （新红）近日，河南
省新县红十字会携手
“爱心衣橱”
公益基金——鲲鹏助学行动，为
新县高级中学鲲鹏班的 70 名品
学兼优的贫困学生量身定做了总
价值 5 万元的羽绒服。同时给每
名学生每学期捐助 1000 元助学
金，直至他们高中毕业。

永康启动“博爱送万家”
本报讯 （陈君俏）1 月 8 日，
浙江省永康市红十字会在西溪镇
启动 2019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救助项目”，现场向困难群众发放
3.84 万元的爱心款物。

金牛区开展“博爱送万家”
本报讯 （金红）近日，四川
省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启动
“博爱送万家”活动。今年，金牛
区红十字会将使用近 12.8 万元善
款，走访慰问全区红十字会会员
单位困难职工、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特殊困难群众等群体。

“我不跟你走”

甘肃平凉 28 岁小伙离世,捐献器官救 6 人，
父亲说：

“让他的器官永远活下去”
本报讯 （张健）2018 年 12 月 24
日，甘肃省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为因
脑出血临床诊断为脑死亡的 28 岁
小伙张建建实施了器官捐献手术，
经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配与共享系
统的匹配，张建建捐献的心、肝、肾
都已找到了合适的受体，他的生命
得到另一种延续。
张建建是平凉人，平时在当地
以务工为生。2018 年 12 月 13 日，
张建建在家吃饭时突发头晕，随即
陷入昏迷。家人将他送往平凉市人
民医院就诊，到医院时张建建已经
出现呼吸心跳停止、脑出血症状后，

南通4528件冬衣援助汉中
本报讯 （朱燕）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红十字会将近期募集到
的一批全新保暖内衣和棉衣裤清
理打包运往汉中。该批衣物共计
238 箱 4528 件，已于 1 月 8 日顺利
运抵，为当地百姓送去温暖。

（扫码获悉更多资讯）

经抢救多日仍无法自主呼吸。
12 月 18 日上午，张建建被当地
医院诊断为脑死亡。得知这一噩耗
后，
家人在悲痛之余商定，
自愿捐献
张建建的器官，希望他的生命得到
另一种延续。
张建建的父亲张宏刚说：
“儿子
的生命实在救不回来了，我想把他
的器官捐献出去，让他的器官在别
人身上永远活下去。”
12 月 20 日晚，张建建被转运至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后，经过两轮检
查判定，
确认患者符合脑死亡诊断。
12 月 24 日，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在甘肃省红十字会全程监督下，为
张建建实施了器官捐献手术。
甘肃省红十字会健康促进办公
室主任贾伍亮说：
“张建建的家属表
示，把他能够用于救治他人的器官
全部捐出去，
能救多少个人，
救多少
个人。这份爱心让我们很感动。”
据悉，张建建的捐献将至少挽
救 6 名患者的生命，当天下午，肝移
植手术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完成，
他的心脏和肾脏被送往省外相关医
院，并完成移植手术。他捐献出的
一对眼角膜已被收入眼库，将帮助
适合的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我是红十字人

今天，我又一次落泪

来安县接受100万元捐赠
本报讯 （来红）1 月 10 日，安
徽省滁州市来安家宁医院向县红
十字会捐资 100 万元，用于救助
急危重贫困患者和资助县个体医
师协会开展学术活动，促进会员
医疗水平提升。这也是该院连续
6 年向红十字会捐资用于人道救
助活动。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翠屏山小学红十字会邀请瑞安应急救护指导中
心的老师，
为学生们开展儿童防走失安全教育活动。
图为孩子们在纸条上写下家人电话和“我不跟你走”等求助信息。
（孙燕）

——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一页日记
■ 窦伟
光阴飞逝，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
近 日 ，我 在 整 理 2018 年 工 作 日 记
时，不禁想起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
美丽善良女孩，那位心怀大爱的捐
献者。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晴
今天早晨 5 时 30 分，一颗年轻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名白血病患
者离开了人间。逝者是一名美丽的
女孩，名叫李良子，
年仅 29 岁。
李良子的父母老泪纵横，用颤
抖的手签下了遗体和器官捐献登记
证书，帮助爱女实现了遗愿。
大学毕业后，李良子进入一家
知名公司工作。美好的人生画卷刚
刚展开，
她却匆匆离去。
良子患病后，医院一直在努力
寻找能与她相匹配的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全家人也一直在期盼那

个好消息，
期盼希望之光的出现。
遗憾的是，
奇迹始终没有出现。
在与残酷的病魔缠斗 3 年半之后，
良子带着对父母和对世界的眷恋，
永远离开了。
病重期间，
李良子向父母提出，
要在身后捐献遗体和器官回报社
会。良子的父母对我说，女儿生病
治疗期间得到了很多好心人尤其是
同事们的关怀和帮助。她说：
“ 爸，
妈，
请你们记住，
如果有一天我醒不
过来了，
一定要捐献我的遗体，
回报
这个充满爱的社会。”
前天，
良子的父母来到沈阳市红
十字会，为女儿办理了捐献登记手
续。躺在病床上的女儿看到捐献登
记证书后，
虚弱地笑了一下。老两口
悄悄走到病房外，
抱头痛哭……
此刻，这个美丽且伟大的女孩
安静地躺在这里。她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 29 岁，她的理想再也无法实
现。然而，她的最后一个愿望却即

将实现——数名身陷绝境的患者将
因她的大爱重获新生。
告别仪式简短而沉重。为良子
治疗的医护人员也来为她送行，他
们带来了良子最喜欢的鲜花。他们
说：
“ 良子是个好姑娘，我们把她当
成自己的家人。这几年来，我们一
直在努力，
可惜……”
医护人员和良子父母痛哭失
声。我连忙转过身，擦干泪水。在
一片朦胧中逐字逐句地读出那段不
知说过多少次的话——
……请家人不要过于悲伤，她
是来自天堂的美丽天使，今天又回
归天堂，
天堂里没有病痛，
有的是鲜
花和快乐。我们永远怀念你，你的
名字会刻在捐献者纪念碑上。
我也是遗体捐献志愿者。你，
我，我们捐遗志愿者终将在天堂相
会……
（作者系辽宁省沈阳市遗体器
官捐献协调员）

(上接一版)
村支书连连摆手，示意张小
红打住：
“ 你给他说了也白说，还
讨不到好脸色，
何必呢？”
“有心病，就有解开的方子。”
张小红心里并不想放弃。
时隔不久，贺习应修建新房，
钱不够了。他托人打听，准备向
信用社贷款，信用社反馈，他已被
列入失信“黑名单”。他自知理
亏，不再言说。这事传到张小红
耳朵里，她多次找到信用社负责
人，
协调贺习应贷款一事。
收到确定消息后，张小红来
到贺习应家说：
“ 贷款的事，我帮
你办。”
贺习应吃惊地望着她：
“你能
办？咋办？”
张小红说：
“ 还了旧账，我负
责帮你贷 5 万扶贫贴息贷款。”
为了让贺习应放心，张小红
向他保证：
“ 如果还了旧账、贷不
出新款，你还信用社多少，我私人
借给你多少。”
最终，信用社不但为贺习应
办 理 了 5 万 元 贷 款 ，还 减 免 了
2000 多元旧账利息。
可谓“药到病除”，贺习应从
此有了 180 度大转变：村组会议，
来得比谁都早；积极加入合作社，
种植魔芋 2 亩。去年底，合作社
分红，
贺习应家分了 1400 元。
不久，张小红接到贺习应电
话：
“以前，给你们找了不少麻烦。
下午请你在新房子吃个饭，这次
只谈感情，
不谈工作。”
张小红当天因为忙于落实产
业奖补资金，没有接受贺习应的
邀请。
“ 但是看到他的巨大转变，
我比吃了山珍海味都高兴。”
紫阳县人均耕地少，每年有
约 10 万人在外务工，农村三留守
现象较为普遍。贫困户贺爱心老
两口就是这种情况。
到贺爱心家里去，要过两条
沟、翻三座梁，有一段路连摩托车
都上不去，只能步行。张小红第
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70 多岁的
贺爱心和老伴开心得不得了：
“稀
客稀客！”老两口从灶头取下一块
腊肉，
非要留她在家里吃饭。
张小红知道老两口的生活艰
辛，这块腊肉不知道留了多长时
间都舍不得吃。但她没有拒绝老
人的盛情。老贺的女儿嫁在外
地，儿子常年在外务工，陪他们吃
顿饭，对他们来说，就像孩子回家
一样。
临走时，张小红留下 200 元
钱，两位老人扯着她的左右膀子
说：
“ 我们家又不是开馆子的，咋
能收钱？”
张小红知道老贺的妻子姓
张，就说：
“ 大娘您姓张，我也姓
张，我就认个姑嘛。当侄女的孝
敬姑姑，是理所当然的。”老人们
推辞不掉，
这才把钱收下。
按照“四支队伍”人员分工，
贺爱心家并不是张小红负责包联
的对象，但她仍然坚持每月到户
走访，
“他们家旁边的人家都因扶
贫搬迁搬走了，方圆十几里地就
这一户人烟，不去看看实在不放
心呢”。两位老人喜欢吃豆腐，她
每次去，都带上几斤。老人感冒
了，她就帮他们买药。老贺常说：
“要怎么感谢你这个侄女啊？你
也要照顾一家老小，
不容易呀。”
时间长了，两位老人真心把
张小红当亲人，时常给她打电话

——“ 母 猪 下 崽 了 ，生 了 7 个！”
“西红柿红了，
你摘点带回家去！”
认下这门“亲戚”，给了张小
红很大的启发。她经常选择雨雪
天气入户走访，因为这时村民不
用下地干活,有充足的时间和她
敞开心扉聊天。慢慢的，张小红
成了他们的姐妹、亲人、无话不谈
的朋友。

“不称职”的母亲
和村上群众亲近了，和家人
的感情却疏远了。看到妈妈长期
泡在村上，张小红的儿子很不满：
“妈，你是指望提拔呢，还是涨工
资？”
张小红的儿子在西安念大
学，
“有一次，他咳嗽了好几天，起
初以为是小感冒，没放在心上，只
告诉他要配合医生治疗，按时吃
药，注意休息”。没过几天，她得
到儿子咳嗽加重、反复低烧的消
息，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为
了便于护理，她把儿子接回安康
住院治疗。刚办了住院手续，因
为村里有紧急事务，她不得不把
儿子托给亲戚照看。
“在医院大门口，我站了足足
十分钟。我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不
对。”究竟是陪儿子还是回村，张
小红心里很纠结。但最终，她还
是走了。
幸好，儿子病情不太严重，半
个月后就出院了，但是母子之间
留下了深深的隔阂。
“ 儿子出院
后，一个月没给我打过电话。”思
来想去，张小红觉得母子间的症
结是因为孩子不了解、不理解她
的工作。
2017 年暑假，张小红动员儿
子一起来到新华村，跟她同吃同
住同工作。他们一起走着山间
路，吃着农家饭，说着乡村事。目
睹了她的辛劳之后，儿子的态度
有所转变，
“他也心疼我呢”
。
2017 年国庆节假期，张小红
突然发现贺爱心老两口的电话打
不通了，马上叫上休假在家的儿
子一起去探看。原来老贺生病
了，
电话也坏了，
联系不上他人。
张小红和儿子一起把老贺送
到镇上医院治疗。刚到医院，村
上有事要处理，打电话要她回去，
她就把老人交给儿子照顾。
贺爱心住院的三四天里，张
小红的儿子帮他买饭，扶他上厕
所，出院后又把他送回家。这些
都被住在同一个病房的人看在眼
里。过了好长时间，张小红从村
民们口中听说了儿子的表现，十
分欣慰：
“他终于能理解我了。”
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因为
扶贫工作出色，张小红被评为陕
西省优秀驻村队员、省三八红旗
手；安康市最美志愿者、市脱贫攻
坚交友帮扶先进个人；紫阳县第
二届道德模范、县巾帼脱贫先锋，
并被选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会成员。
2017 年底，新华村顺利通过
评估验收，实现整村脱贫。2018
年初，张小红又被派到邻近的新
光村驻村扶贫。
她总结近几年的扶贫体会：
话讲明，理阐明，事办明；心勤想，
腿勤跑，嘴勤问；女干部同男干部
一样，队员同队长一样，小部门同
大部门一样，是为“三明、三勤、三
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