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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生命的相遇，
可以如此神奇。
他们素未谋面，
却又相连相依。
只因一份特殊的馈赠，
生命得以延续，
思念流淌绵延。

器官捐献，
一个悲情的话题，
却也传递着温情与希冀。
从逝去到重生，
生命的意义在升华，
人间的大爱在升腾。
让生命之花再次绽放，
这是最朴素最诚挚的祈愿！

—— 题 记

3月30日，清明将至，春雨淅沥。
上午9时许，改建后的省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凭

吊的人们陆续抵达。一场以“生命的乐章”为主题的清
明缅怀诵读会即将举行。

这是一尊让人动容的雕塑：男女人体代表遗体器官
捐献者，手托爱心飞向天空，挥舞出大爱和无私的旋律。

不远处，在遗体器官捐献者名录墙下，家属手捧鲜
花，深情凝视亲人的名字。轻轻拭去名字上的灰尘，触
摸着凹凸不平的刻印，他们的手指久久不舍收回。

“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世间延续。从此，想
念不再是简单的哀思，它也多了一份希望……”感人的
诵读声在雨空回旋，充满对生命的敬畏、对奉献的感恩
和对新生的祝福。

凭吊的人群中，有捐献者家属，有医院和红十字会
的代表，也有志愿者和医学院学生。他们的经历，记录
着我省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一路走来的不易。

一份“生命礼物”

带着深沉长久的缅怀
饱含回馈社会的淳朴

“你说你是天上的星星。现在爸爸妈妈每天想你
时，就在星空里找你，你应该是最亮的那颗吧！”

诵读会上，来自宜春的钱绍云夫妇仰望天空，泪如
雨下。

就在 3 月 1 日，放学途中的 8 岁男孩钱文博遭遇车
祸。被紧急送至医院后，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脑死亡。”

生命之花尚未绽放，便已枯萎。孩子父母悲痛欲
绝，一旁的护士们也忍不住抹泪。

“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孩子爸爸钱绍云追问医
生。

悲伤凝重的气氛中，医生建议：抢救已经无效，可以
把孩子有用的器官捐给别人。

年轻的夫妇第一次听到“器官捐献”这个词，有些茫
然。他们找人打听，征求孩子爷爷意见，给出了答复：

“能够救活别人的命，这是天大的好事。我们捐！”
把儿子的小手从被窝里掏出来，钱绍云深深地亲吻

了一口：“小宝，不管在哪里，你一定要坚强。能够帮助
别人，你一定会开心的。”

3月 9日，器官摘除手术完成，小文博捐献出一肝两
肾。次日凌晨，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名危重症患
者接受器官移植，生命重新迎来曙光。

听到器官移植手术成功时，钱绍云突然觉得，心里
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感觉小宝还没有走。他以另一种
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痛失至爱，却心存大爱，将光亮照向世界。
遗体器官捐献者名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注释着生

命的纯真，奏响着生命的乐章。
晨晨是一位只在人世间停留了36天的小天使，在被

发现患有罕见血液病，还没等检验结果出来，就永远闭
上了双眼。孩子父亲主动打电话到南昌市红十字会，咨
询遗体捐献事宜：“我们把小宝宝捐出来做医学研究，希
望能找到治疗方法，以后可以救治别人，这样，也算孩子
没有白来人间走一趟。”

我省首位“渐冻人”遗体器官捐献者吴勇福，生前通
过电视了解到遗体器官捐献公益事业，提升了对生命的
理解，坚定了在离世后捐献遗体的决心。父母起初并不
同意，他不惜以绝食、拒绝治疗的方式对抗。父母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最终帮助儿子实现了捐献遗愿。

年逾九旬的离休老党员徐平瑜，生前曾参加过解放
战争。他对子女说，他的命是党给的，最后也要献给
党。“我们不仅支持他，也被他影响带动，我们全家祖孙
三代都是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老人的儿子徐洪民，现
在是遗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志愿宣传者。

回馈社会的意愿是至善至美的，对亲友的思念也是
绵长深情的。

在省红十字会组建的一个“捐献者家属交流群”中，
大家相约着，每年结伴前往纪念园祭奠。每年的追思会
现场，都有人现场填写捐献志愿登记表，以这种特殊的
形式追思亲友、感悟生命。

一群“生命信使”

看尽生离死别的悲恸
争取生命延续的希望

7年前的那一幕，始终萦回在单若毅的脑际——
那是一个夏日，他搭乘拖拉机，七弯八拐赶到崇义

县一户山里人家。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前几天上山采药
时，意外从山崖坠落，抢救无效。

看着单若毅迈进大门，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认定，
眼前这个“白大褂”是医生，便冲上去抱住他的双腿：“叔
叔，救救我爸爸！”

“听到孩子的求助声，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难受，
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陪着他们哭。”那一刻，他觉得自
己很残忍。

单若毅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此行的目
的，是与有捐献意愿的逝者妻子核实捐献事项、签署相
关文书。可是，看到孩子们渴盼的眼神，他一时竟没了
开口的勇气。

孩子妈妈告诉他，选择捐献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不
会因为没有父亲而自卑，希望他们为爸爸给社会做过贡
献而骄傲。“我要帮他们实现这个崇高的愿望，纵使有再
多困难，也要坚持下去。”家属的这份大爱，给了他莫大
的动力。

那段时间，单若毅正在彷徨，不确定自己的付出值
不值得。毕竟，他遭遇过太多的冷眼和拒绝。

2010年，11个省市被选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
作，江西位列其中。作为省红十字会接受过医学教育的
年轻人，单若毅成了全省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起初我们不叫协调员，叫劝捐员。那边病人还在
ICU 病房或刚过世，这边我就要开始谈捐献的事，压力
和难度可想而知。”最初的三年，全省仅有 9 例器官捐
献。而这背后，是单若毅上百次被人怀疑、拒绝甚至恐
吓。

那次在医院，单若毅正尊重病人父母的意愿，帮着
处理捐献事宜。突然，病人姑姑冲上来质问：“你在这里
干什么非法的勾当？我已经报警了，你不要走！”最后，
靠着单位开出的介绍信，单若毅才得以走出派出所大
门。

那次在山村，经家属同意后，单若毅与医生正准备
将逝者遗体搬运上车时，有人发出警告：“住手！不然你
们出不了村。”出门一看，村民们正拿着锄头守在外面。
按照当地习俗，过世的人不能出村。单若毅只能放弃，
并在村支书的护送下离村。

搭建生命桥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奔波的脚步未
曾停下。

随着我省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体系的完善，从事协调
工作的人员相应增多，公众给他们冠以“生命信使”的美
誉。目前，我省省、市两级红十字会及相关医院已有持
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近60名。

给家属以尊重，给生者以希望，这些“生命信使”始
终心存善念，但凡病人有一丝抢救可能，治病救人一定
是头等大事。协调过程中，他们充分照顾病人家属感
情，把捐献事宜讲清楚，帮助他们想明白。

在连年上升的捐献数量和社会认可度背后，我们要
感谢的，有捐献者们的大爱无疆，也有“生命信使”的无
私付出。

一场“生命接力”

留下相扶前行的足迹
传递知恩感恩的温情

4月 6日，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采访时，工作人
员给记者听了三段录音：

“感谢给我提供肝脏的这位好人。我会珍惜这次来
之不易的重生，过好每一天。”

“重见光明后，很想见一见给我捐献角膜的家庭，当
面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这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我家里人都说，要向这位

捐献者学习，也当捐献志愿者。”
这些饱蘸真情的话语，是清明节期间，医院对术后

出院人员进行回访时录下的。按照器官捐献捐者与受
者“双盲”的原则，三人并不知道“恩人”是谁。他们想通
过医院，把这份谢意转达给帮助他们的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所感激的，其实是同一个
人。这个人叫熊文印。

去年 12 月 11 日，32 岁的退伍军人熊文印在南昌市
内发生交通事故，14日被临床诊断为脑死亡。

接受儿子已经离去的现实，听到捐献器官的建议
后，熊文印的父亲熊华回应道：“捐出去，有用的都捐。
我儿子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我给他做
这个主，相信他会感谢我！”

“生命接力”的步伐很快。几天后，熊文印的一肝、
两肾、一心、双肺、双角膜被成功移植。他的生命之火燃
尽，换来的是2人重见光明、6人获得新生。

“我儿子的眼膜还在看着这个世界，他的心一直在
跳动。这个念想达到了，我好高兴！”听到熊华这句话，
自始至终见证的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晏园生既感
动又心酸。

“他的悲伤我无法感同身受，只能帮助这个不幸的
家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晏园生说，因为这次特殊
的结缘，熊华对他相当信任，几乎把他看成“半个儿子”，
家里遇到大小事情，都会通过微信或电话向他咨询。

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而言，最揪心的时刻，莫过
于看着陷入巨大悲恸、经历心理挣扎的家属缓缓抬头，
静静地说出“我同意”。

晏园生说，这三个字，是家属对社会的大爱和奉献，
也是对自己这个群体的信任。从听到这三个字开始，他
肩上就多了一份责任，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微信
通讯录中，超过九成是捐献者家属。已经记不清多少个
万籁俱静的深夜，捐献者家属在电话那头向他倾诉：“我
想我父亲了”“我想我儿子了”……晏园生知道，这是家
属埋在心底不轻易吐露的心迹，无论多久，都要耐心听
完。

也是源于这种特殊的相遇，器官接受者对捐献者家
属大多有着浓浓的感恩情。尽管不知道对方名字，更不
清楚家庭住址，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表达出真诚的感
激。

省红十字会的协调员王玮，经常遇到手术康复者送
来礼物并留下托付：“务必恳请转达到位。”这些礼物，有
刻着致谢语的水晶奖杯，有最新款手机，更多的是一笔
一画手写的感谢信。“贵重物品我们不提倡。这些奖杯
和信件，我们会经过必要的程序，转给捐献者家属。”

这份牵挂，这份感恩，正是对大爱善举的温暖回应。

一种“生命关怀”

引发社会各方的善念
抚慰经风历雨的家庭

4月2日下午2时，南昌湾里一栋居民楼里。84岁的
李兰香与女儿守在楼道口，迎接上门走访的南昌市红十
字会志愿者。

李兰香的老伴刘善文，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等，生前就办理了捐献登记：“以前的战友
都不在了，我现在生活这么富足，将来要把能捐的都捐
掉。”去年 11月，95岁的刘善文离世后，家人完成了他的
遗愿。在刘善文的感召下，李兰香与10名家属也成了捐
献志愿者。

下午 4 时，志愿者又赶到青云谱慰问龙文明家属。
三个月前，龙文明下班途中惨遭车祸，捐出一肝两肾。
当时，他妻子在捐献选项中勾了“全选”；他肢残的父亲
也在一旁喃喃道，“只要能用的，我们都捐”。感人的善
举背后，却是无尽的悲戚：龙文明妻子和两个刚学会走
路的孩子，还挤在一间小小的出租房内生活。

“爱，真是需要勇气！”见证了签字现场的协调员周
萍动情地说，“器官捐献者基本上都是意外伤亡。灾难
突如其来，我们想帮这些倒了顶梁柱的家庭挡风遮雨。”

这次上门造访，既是慰问，也是为捐献者困难家庭
建立档案。南昌市红十字会今年启动的这个“回音计
划”，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募集到的 8万元善款已帮
扶了57户捐献者困难家庭。

有人致敬捐献者的无私大爱，有人洞悉他们的窘迫
无助。遗体器官捐献者本是受全社会尊重的平民英雄，
但现实中，他们并非都能得到身边人的理解支持。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许多人的传
统观念。有些家属不愿招惹闲话，对遗体器官捐献持抵
制态度。刘善文老人当初把决定捐献遗体的想法告诉
儿女时，不出意外地也招来反对声：“不行！邻居和亲戚
会怎么看？他们会说我们做儿女的不孝。”但老人态度
坚决：“反对无效！你们天天说孝顺。孝顺孝顺，除了尽
孝，还要顺我的意！”

对器官捐献的误解和亵渎，也偶有发生。一些农村
地区还有人混淆是非，把捐献器官看成是买卖器官，编
造出捐献者家属“卖肾卖肝赚了一两百万”的谣言，甚至
找上门去借钱。

因此，除了救济贫困，还要粉碎谣言、还人清白。“回
音计划”实施过程中，部分捐献者家属心存顾虑，在电话
里声称“人在外地，不要过来”，后来又改口“来可以，但
你们不要穿红十字会的衣服。”周萍深切理解这些家属
的处境。她说，如果条件允许，志愿者会联系当地乡镇
领导一同前往村里，敲锣打鼓，像送锦旗一样。

大张旗鼓地撑腰和嘉许，是给捐献者家属以精神慰
藉；不遗余力地参与和宣传，则是为遗体器官捐献事业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带
头填写捐献志愿书，积极参加各类宣传活动。

在今年的清明缅怀诵读会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
者邹德凤来了，她以志愿者身份宣誓，并伸出大拇指为
捐献者和家属点赞；全国人大代表支月英来了，她在去
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为遗体器官捐献立法的建议，并
在现场大声为捐献者家属加油鼓劲；全国劳动模范甘公
荣来了，她带来母亲龚全珍 7年前便已签订捐献志愿书
的消息，并以母亲“我身体所有的东西全捐！因为我是
共产党员！”的表态，与捐献者家属共勉同行。

以善行积善德，以善心暖善人。让生命之花尽情绽
放，我们必将迎来繁花硕果。

生生命如花命如花
本报首席记者 张武明

抚摸着名录墙上儿子的名字，钱绍云夫妇悲恸难抑。

位于南昌市青山墓园的省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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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遗体器官捐献是挽救垂危生命、服务医学发
展、传递人间大爱、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高尚事
业。2010年，江西成为全国首批 11个人体器官捐
献试点省市之一，当年没有一例器官捐献。2020
年，我省成功捐献器官 250 例，数量居全国第 10
位。

截至2021年1月，我省成功实现遗体、器官和
组织捐献 1371 例，其中：遗体 373 具、器官 780 例
（器官捐献包括:肾脏、肝脏、心脏、肺脏、胰腺、小
肠），挽救了 2200多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让近
1000 名失明患者恢复光明，有力推动了医学事业
的发展，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据悉，我国每年约 30万人在移植等待的名单
中，但仅有2万多人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到目
前为止，我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
315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3万余例，捐
献器官9.9万余个，成功挽救了近10万器官衰竭患
者的生命。

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方式

1.微信登记：关注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

2.网站登记：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官方网站。

3.现场登记：前往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
理机构或登记站。

（底纹图设计：风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