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柏松

“我们建议举办安徽省捐献遗体（器
官）宣传周博爱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遗
体捐献， 支持遗体捐献……”2 月 10 日上
午，吴荣江、冯立林、王家琬三位老人来到
淮南市红十字会，将一份建议书交到红十
字会秘书长陈玉琴手中，表达着遗体捐献
者的心声。

近年来， 随着志愿精神深入人心，淮
南市登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已近 ５000
名，遗体和器官捐献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善举。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道、博
爱和奉献的真谛，让大爱在人间延续。

夫妻同心

愿以生命点亮生命

在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街道中兴社
区，常能见到一位须发皆白、瘦弱的老爷
子在同样白发苍苍、孱弱的老伴搀扶下忙
来忙去。 大家都熟悉这位热心的老人，对
他打趣说：“老冯，又去忙公益了，不要命
了！ ”老爷子总是呵呵一笑：“没事，我带着
老伴和救心丸呢！ 趁着还能动多跑跑。 ”

这位老者便是淮南市红十字会的 86岁
志愿者、安徽好人冯立林。退休后，冯老本可
过着清闲怡乐的生活，但这位耿直热心的老
党员反而比退休前更加热衷公益事业。

2006 年，他突发心肌梗死，经救治脱
险，但心脏装了 4 个支架，还伴有严重的
痛风、高血压。 “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还有
许多事没做， 还能为社会为后人做点啥
呢？ ”他做出了决定：和老伴一道捐献遗体
器官，为社会作最后的奉献。

冯老不但是淮南市公务员序列第一
例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同时还是一位热
心的捐助者。 哪里受灾了，冯老会及时送
去老两口的捐款；哪里有需要帮助的特困
者， 他会第一时间与红会联系救助事宜；
得知哪里有空巢孤寡老人，他就悄悄带上
老伴和孙子前去探望……他成了红会最
操心的志愿者。 冯老还成功动员左邻右
舍、老朋友 10 余人报名捐献遗体器官。

53 岁遗体捐献志愿者李春一家三口
都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眼角膜可以帮
助 2~6 个人重见光明。 肝、肾、心、肺都可

以救别人一命。 以后，我把自己的遗体和
器官捐出来，可以帮助他人，而接受捐助
的人中也会有人接力捐献，这样就会形成
一个永无止境的生命延续。 ”李春的妻子
耿全芹说。 耿全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和
丈夫一起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队伍后，还
动员侄子、外孙等亲戚也加入了志愿者的
行列。

中煤新集公司职工宋店波，从小母亲
去世。 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总有街坊邻居
帮助他， 让他从小便有了一颗感恩的心。
10 年义务献血、 捐献造血干细胞留样、参
加淮南市义工联合会……他与妻子曲红
梅一直走在志愿服务的路上。 当看到有队
友在去世时捐献了眼角膜，宋店波夫妻也
萌生了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想法。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自己一直喜
欢锻炼，身体也棒，以后如果自己去世了，
将一些器官捐献出去， 还能帮助更多的
人。 ”宋店波说。 开始时亲人不理解，但宋
店波坚定着自己的信念。 2021 年 10 月，他
和妻子一起， 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
办理了捐献申请手续。

对淮南市 20 余对捐献遗体器官的夫
妻志愿者来说，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
一样,都可光照人间。

母亲是无言的丰碑

在淮南市田家庵区翠竹园社区，一对
年过半百的兄妹，时常拎着一兜宣传材料
柔声细语地向周围的人们介绍着。 他们是
安徽省唯一一位中国红十字会人道贡献
奖获得者、中国红十字会终身荣誉志愿者
勋章获得者龚宗柔的一双儿女。 他们在传
承着母亲未竟的事业。

龚宗柔生长在上海，自幼在圣约翰双
语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上世纪五十年代
初跟随丈夫一起支援淮南建设。 1979 年退
休后，龚宗柔义务办起辅导“托管”班，免
费为孩子们辅导功课。 她还资助 3 名孤
儿、照顾孤寡老人。 她的爱心被传为佳话，
感动了许多人。

2005 年，84 岁的龚老报名捐献遗体器
官，并立下遗嘱：去世后尽快捐献遗体，将
最后一点力量留给后人。 2014 年 1 月 12
日，夜色沉静。 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
接受站的一辆面包车， 悄然驶出翠竹园小

区。 车里载着 93 岁老人龚宗柔的遗体。
“母亲奉献一辈子不带寸土去，我们

也会继承她的遗志。 ”65 岁的韦宁告诉记
者，兄妹俩也报名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并向人们传递遗体器官捐献的意义及
相关法律知识，引导更多人参与这项延续
生命的人道事业。

“人死万事皆空，把遗体或者器官捐
献出去，是大善大爱，何乐而不为？ ”对于
遗体捐献志愿者来说，遗体器官捐献者用
自己最后的奉献，展示了“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

在淮南市红十字会众多的志愿者中，
不乏各级各类“好人”“模范”等优秀志愿
者，但罕见的是，有一家三人一起被评为
“安徽好人”。

2022 年农历虎年春节前后，张道林和
胡洋洋这对“90 后”夫妻，忙着照顾谢家集
区一家老年公寓的老人和慰问谢家集区
偏远乡镇的孤寡老人。 张道林做的这些，
是为了兑现自己对母亲朱方秀临终时的
承诺。

2008 年，这家老年公寓的创办人朱方
秀走进了淮南市红十字会，申请捐献遗体
器官，并加入志愿者队伍，从此与公益结
缘。 2018 年初，49 岁的朱方秀因病去世。
弥留之际，她一次次叮嘱儿子，把院里的
老人照顾好，把她的遗体角膜捐出去。

母亲就是无言的丰碑。 张道林在悲痛
中捐献了母亲的遗体器官。 深爱张道林的
淮北姑娘胡洋洋深受感动， 来到淮南，和
张道林一起挑起了办好老年公寓的重任，
与婆婆、 张道林一样成为红十字志愿者。
张道林夫妻还一起报名捐献角膜，成为目
前淮南市最年轻的夫妻捐献角膜志愿者。
朱方秀及其儿子张道林、儿媳胡洋洋被评
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安徽好人”。

“遗体和器官捐献是挽救垂危生命、
弘扬人间大爱、展现人性光辉、体现社会
文明进步的高尚事业，需要多部门的密切
配合，更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参与。 ”陈
玉琴告诉记者。

爱心接力

让生命在奉献中永恒

我国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遗体，尊

称为“大体老师”。 称为老师，意为捐献者
用自己的身体为医学作出了贡献。

“医学人才的培养，医学的不断进步，
大体老师功不可没。 ”了解到遗体、器官捐
献对医学发展和挽救生命的巨大意义，吴
荣江老人的热情被点燃了。 2012 年 3 月
18 日，８３ 岁的他向淮南红十字会递交了
申请，如今已有 10 年。 他还动员女婿也报
名捐献。

2017 年 8 月 1 日，吴荣江在《中国红
十字报》发表文章《当我离开，愿爱留下》，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

“捐献遗体其实有一种延续的希望，
有生之年我想为社会作点贡献。 ”97 岁老
人牟志修的话朴实而有力。 2011 年，他向
淮南市红十字会递交了遗体捐献申请，是
目前全省年龄最大的遗体捐献志愿者。

在安徽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刻着
陈明华的姓名。 今年 88 岁的孙敬娴老人
每年都会来祭奠老伴。 老两口在 2007 年
一起办理了捐献手续。 如今孙老依然活跃
在社区志愿者活动中，并经常宣传遗体器
官捐献。

志愿者的义举带动了爱心接力，感召
着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列。

“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 ”淮
南市生命接力志愿服务队队员、49 岁的陈
海，2006 年开始每年坚持献血， 已捐献 1
万多毫升全血。 2022 年 1 月 17 日，陈海和
妻子姚勤递交了遗体捐献申请。 他们是
2022 年第一对登记遗体捐献的夫妻。

“淮南市是全省启动遗体捐献工作较
早的市之一， 捐献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
目前登记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近 5000
人，已实现捐献 140 余例。 ”陈玉琴告诉记
者，已经以政协委员提案形式建议，为淮
南市遗体器官捐献者建立纪念场所，以弘
扬捐献者大爱无私的精神，提升城市文明
形象，感召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列。

题图：近日，淮南市部分遗体捐献志
愿者合影。 其中有三对夫妻，一对兄妹。

淮南市红十字会供图

·百姓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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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怨无悔坚守救援之路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张峰

“人生总要有点追求。 我没什
么本事 ，凭着好身体 、好水性力所
能及帮助别人， 让我感到充实、快
乐。 ”近日，35 岁的梁港港说。 2021
年底，第十三届安徽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名单揭晓，淮北矿业集团工
程处梁港港榜上有名。

这个黝黑结实的小伙子 ，于
2015 年加入了濉溪县蓝天救援
队 。 山野救援 、水域救援 、自然灾
害救援、意外事故救援……6 年多
来 ，他贴钱 、贴时间做公益 。 大大
小小的救援 ， 他已记不清有多少
次了 。 作为工程处青东矿建工区
的一名机电工 ，井下作业三班倒 ，
工作比较辛苦 。 一个月有 6 天休
班 ，本该好好休息 、陪陪家人 ，但
大多休班时间都被他攒着去救援
了 。 他每年救援服务都在 400 小
时以上。

2021 年 7 月 20 日， 河南遭遇
特大暴雨。 21 日上午，梁港港第一
时间跟随蓝天救援队驰援河南。 他
们先后奋战在郑州、中牟、新乡、卫

辉、获嘉等地，行程超 2650 公里，帮
助当地转移受困群众 500 多人，转
运救灾物资 7 吨余。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梁港港参
加较危险的救援总是偷偷前往。 妻
子对他的不打招呼，嘴上生气埋怨，
心里却是更多的包容和疼爱。 他也
是儿子心中的英雄。 看到老师和同
学们发朋友圈为他的爸爸点赞，儿
子倍感骄傲。

“每一次接到水域救援任务，我
的心情都很沉重。 因为很多溺水事
件到我们这时， 都已经错过最佳施
救机会。 ”梁港港说。 为了提高群众
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梁港
港和队友们经常走进社区、校园、机
关企事业单位，开展落水自救互救、
儿童防拐骗、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等
安全宣传教育和现场培训演练活
动，传授自我保护知识，呵护生命安
全。他自己也在 2021 年 3 月考取了
国家五级应急救援员证书。

“这么危险的救援，能给你们多
少钱啊？ ”“什么？ 没钱？ 纯公益，真
傻！ ”面对有些人的不理解，梁港港
总是憨厚地笑笑：“能帮助别人就是
我最大的收获。 ”

自强自立绽放人生光彩
■ 本报通讯员 梁月升

近日，在岳西县天堂镇余安村
花屋组金胜利的家庭农场。 金胜利
和储小红夫妇正在打扫猪舍。 见到
客人来，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儿，高兴
地迎上来。

金胜利今年 54 岁，8 岁时因小
儿麻痹症造成左腿残疾。 1991 年，
他和妻子储小红去北京的一家服装
厂打工。 由于勤劳肯干，很快他们
有了一些积蓄，随着一双儿女的出
生，日子过得比较幸福美满。

2008 年，连续的变故打乱了一
家人的生活节奏。 金胜利在一次上
班时摔断了左腿。 那段时间，家庭
的重担都压在了储小红身上，过度
劳累让她患上了重病，幸亏治疗及
时。 但连续的看病，夫妻俩不仅花
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向亲戚朋友
借了不少钱。

2011年，金胜利夫妻再次踏上
北上打工之路。 夫妻二人从事服装
行业，每天起早贪黑地忙，3年以后，
有了一些积蓄。 他俩用这些钱办起
了一个七八人的小型服装厂。 几年
下来，他们还清了债务，在家乡盖起
了小洋楼，还有了一定数额的存款。

但随着服装行业的不景气，加
上长年累月超负荷工作，金胜利看

东西已经模糊， 就连久坐都无法坚
持，难以继续从事服装加工工作。

2020 年 ， 农村土猪肉价格上
涨， 这让金胜利产生了发展家庭农
场的想法。于是，金胜利果断处理掉
北京的服装厂，回到老家，流转了 3
亩多山场，办起了家庭农场，一开始
没经验，不敢养太多，只养了 27 头
母猪。第二年，金胜利的养殖场生猪
增加至 100 多头， 另有 400 多只鸡
鸭鹅也长势喜人。 正当金胜利准备
大干一场之时，却因防范不到位，一
些生猪得了猪流感。 金胜利不得不
将所有生猪扑杀，做无害化处理。虽
然政府补贴 4 万多元， 鸡鸭鹅也卖
了 2 万多元，最终，金胜利还是损失
30多万元。

虽然再一次遭受挫折，但金胜利
又一次从困境中奋起。 全面消杀之
后，他努力学习养殖技术，积极参加
农业部门组织的养殖技术培训，规范
养殖基地， 并且重新购进种猪和猪
苗。对于未来，金胜利信心十足，表示
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同时谋划新的
种植项目， 利用猪粪便制作有机肥
料，做到养殖种植循环利用。

货车落水 人员获救
■ 本报通讯员 张同球 吕洁

2 月 20 日 7 时 56 分， 霍山县
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 位于该
县衡山镇幽芳路污水处理厂附近有
一辆小型货车冲入河道内， 情况十
分危急。

消防队员们立刻赶往现场，发
现这辆双排座小型货车车身已冲入
河道 4 米左右，有两人被困车内，水
已经淹没了大半个车厢， 车内驾驶
员的双腿被卡着无法动弹， 驾驶室
内水已经淹到了驾驶员的胸口。

“别紧张 ，我们一定会救出你
们的。 ”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

装备后 ，立即登上橡皮艇 ，开展施
救。 队员们在冰冷的河水中使用救
援工具撑开驾驶员座位，一步步移
开驾驶员。 一名消防员背起受伤的
驾驶员跑到路边，另外一位受困人
员也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成功脱
险。随后，救护车及时赶到。救援人
员将驾驶员和受伤人员抬上救护
车送医救治。

据了解， 该驾驶员在路面正常
行驶时，由于地面结冰路滑，导致刹
车失灵并致车辆失控掉入河中。 因
救援及时， 驾驶员和另一名受伤人
员均无大碍。

2 月 17 日，在亳州市中医院女兵初审初检体检站，应征女青年正在进
行初检。 本报通讯员 张延林 魏姗姗 摄

·生活广角·

··人间真情··

“与其化为灰烬，不如留下光明。”在
淮南市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里，有
一群特殊的志愿者。他们或是夫妻、或是
兄妹、或是一家三口，诠释着人道、博爱
和奉献的精神———

生命在奉献中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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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2 月 21 日，新学期伊始，淮北市第十
二中学高一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淮

北好人馆，感受向善向上的好人精神。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单孝德 摄

参观好人馆

·成长天地·

荨 2 月 21 日，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城关一小
的学生在大课间体验旱地冰壶运动的乐趣。

本报通讯员 肖本祥 摄
旱地冰壶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