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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4

寄托哀思，弘扬大爱。
4月3日，自治区和呼和浩
特市两级红十字会在呼和
浩特市古林人文纪念园共
同举办了“生命如花”———
2019年呼和浩特市地区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
纪念活动。呼和浩特地区遗
体、器官、角膜捐献者亲属
代表，捐献志愿者代表，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两级红十字
会机关干部，自治区民政厅、
呼和浩特市民政局相关领
导，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相关人员，内蒙古医科
大学师生，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医院、内蒙古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朝聚眼科医院
有关负责人，以及新闻媒体
记者等200多人参加了活动，
共同缅怀纪念平凡而伟大的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追
思他们为挽救他人生命、传
播人间大爱所做出的无私奉
献，宣传普及器官捐献理念。

【追思】

向捐献者致敬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王芳在活
动现场致辞时说，我们深切
缅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
者，追思他们为挽救他人生
命、传播人间大爱所做出的
无私奉献，追思他们为推动
自治区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
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

造福人民群众的一项生命
工程，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
府服务联系群众的桥梁纽
带和人道工作的助手，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
感，积极参与和推动遗体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增进人民
健康福祉。

据介绍，2008年以来，全
区各级红十字会在每年清明
节期间都要组织开展纪念遗
体器官捐献者追思活动，并
号召全区各级红十字会工作
者报名登记成为眼角膜捐献
志愿者。以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追思、
缅怀遗体器官捐献者们无私
奉献的人道善举。

【现场】

“等我也捐献了，就去

找你”

“你在那边好好地生
活，等着我。等我也捐献了，
就去找你。”84岁的王治国
老人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前，深情地告诉妻子李亚
君。王治国的妻子李亚君生
前自愿捐献遗体，临终前拉
着王治国的手嘱咐他，要完
成她的遗体捐献夙愿。李亚
君病逝后，王治国将李亚君
的遗体进行了捐献。

“父亲10年前就报名登
记捐献遗体，每年清明节前
后都来这里参加纪念活动。
他去年去世后，家人帮他实

现了生前愿望。当时，我觉
得不理解。今天我觉得他是
一个高尚的人。受父亲影
响，我母亲也报名登记了遗
体人体器官捐献。”前来参
加纪念活动的捐献者白明
珠的儿子白晓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几度掉泪，感慨父
亲思想高尚，给他留下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

“您不要伤心啦，您看，
这么多人来缅怀纪念老爷
子，他的善举被人们铭记传
诵，多好呀。”在遗体捐献者
纪念碑前，一位年轻人正在
宽慰掉眼泪的云爱花。云爱
花的儿子、女儿、女婿半蹲
在纪念碑前，用新漆一遍遍
描绘着逝者的名字。云爱花
一边擦拭眼泪，一边告诉记
者：“老伴斯尔格楞重病期
间，女儿曾为他购买了墓
地。没想到老伴弥留之际要
捐献遗体，当时我不理解，
但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老
伴走前反复嘱咐我们，一定

要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
看看哪些器官能用来挽救
他人。我现在琢磨这个事，
觉得人这一辈子很短暂，在
世时儿女孝顺，去世后还能
捐献遗体，为医学科研做贡
献，也值得。将来，我也会像
老伴一样捐献遗体器官，为
社会做最后的贡献。”

【人物】

八旬老人义务宣传遗

体捐献30多年

“我这一生是党给的，
我也把这一生都献给党，这
算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吧。”

“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们都是
医务工作者，可以说是一个
医学世家。自己生病多年，身
体不好，一直就有在身后捐
献遗体的愿望。清明前后，在
电视上看到了有关遗体捐
献工作的报道，就与老伴儿
和家人商量了自己的决定，
庆幸的是得到了家人的一

致支持。”“我有生之年为祖
国没做多少事，但去世后一
定要将遗体捐献出来，供医
学研究和解剖。”……在古
林人文纪念园遗体人体器
官捐献纪念馆墙壁上，捐献
者留下的一句句发自肺腑
的遗言让人动容。

“人的遗体是医学发展
最宝贵的财富，在医学科研
教学治疗等方面有着重要
作用，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
拯救生命的重要手段，我将
不遗余力地为推动医学教
学和医学科研做出贡献。希
望有更多的人士摒弃旧的
封建思想，改变传统观念，
移风易俗，发扬无私奉献的
精神，共同促进社会的文明
进步。”呼和浩特市遗体器
官捐献发起第一人张普照
代表遗体捐献志愿者讲话
时动情地说。

张普照今年81岁，是呼
和浩特市公开发起、组织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的
第一人，早在1986年他就开
始关注遗体器官捐献，并于
同一年递交申请承诺身后
捐躯。多年来，他多方奔走
宣传遗体器官捐献的积极
意义，并于1998年协同另外
两名志愿者钟朴、邢学智骑
着单车“全国万里行”，向北
京、济南、上海、福州、深圳、
海南三亚、广州等地的红十
字会学习遗体捐献工作经
验。在古林人文纪念园遗体
人体器官捐献纪念馆，王芳

号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们向张普照学习，
积极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
延长生命造福社会。

音乐低徊，鲜花做伴。
内蒙古医科大学2018级中
医四班的学生在纪念碑前
集体宣誓，庄严表达了医务
工作者对遗体器官捐献者
的敬意，以及志愿献身医学
的决心。

【数据】

全区遗体角膜和人体

器官捐献累计登记3629人

截至2018年底，全区遗
体角膜和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2203人（累计3629人），实
现遗体捐献17例（累计110
例），实现眼角膜捐献6例
（累计69例），实现人体器官
捐献7例（累计41例）。2016
年起，自治区红十字会建立
了“关爱生命基金”，加大了
对捐献者的人文关怀和困
难家庭的救助力度，2018年
共投入23万元开展了人文
关怀和救助工作，为26个遗
体（角膜）和人体器官捐献
者家庭发放了抚慰金，为10
个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
困难家庭给予了人道救助。
共投入71.3万元开展了人
文关怀和救助工作，为81个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家
庭发放了抚慰金，为56个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
家庭给予了人道救助。

“我母亲是一名孤儿，
她一生积极上进，同时是一
名老党员。她在生命垂危的
时候，要求将自己的遗体捐
献给医学院作医疗研究。作
为儿女我们当时有些不理
解，随着遗体（器官）捐献的
宣传推广，现在我们也决定
身后会将自己的器官或遗
体捐献，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4月2日，包头市第二
例遗体捐献者的儿子娄先
生和妻子满眼含泪地对记
者说。

当日，在清明节来临
之际，为缅怀纪念为医学
事业无私奉献、挽救他人
生命的遗体（器官）捐献
者，在遗体（器官）捐献纪
念园———包头市天堂园，

包头市红十字会举行“生
命如花 遗爱人间”2019
年遗体（器官）捐献者缅怀
纪念活动，以此来寄托对
捐献者的哀思和对捐献者
家属的诚挚感恩。包头市
红十字会全体干部职工、
包头市民政局、包头市殡
葬管理处、包头市天堂园
工作人员、包头医学院部
分师生、包钢医院及包头
朝聚眼科医院医务人员代
表及捐献者家属代表参加
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
缅怀亲人的家属从四面八
方纷至沓来。人到中年的娄
先生和妻子当天一大早从
青山区乘坐公交车赶到天
堂园参加活动。

据了解，娄先生的母亲
刘玉英69岁患病去世，是包
头市第二例遗体捐献者。
2012年7月刘玉英去世时，
子女们曾对今后无法对老
人表达哀思表示过疑虑。自

从包头市遗体（器官）捐献
缅怀纪念园建成并投入使
用后，娄先生和妻子连续4
年来到此地缅怀母亲。

一直以来，捐献者将自
己的身躯或器官奉献给了

祖国的医学事业和需要救
治的人们，却没有给自己的
亲人留下一处可追思的地
方。为了褒奖捐献者的爱心
奉献精神，给捐献者的亲属
提供寄托哀思及瞻仰的场
所，2015年9月16日，包头市
红十字会投入50万元建成
包头市遗体（器官）捐献缅
怀纪念园并投入使用，把那
些无私奉献的捐献者的名
字铭刻在纪念碑上，让后人
永远怀念和敬仰，成为弘扬
奉献精神、传承人文理念的
精神家园。

遗体（器官）捐献工作
是一项崇高的社会公益事
业，是造福人类的高尚行
为。自2015年起，中国已成
功实现器官来源的转型，所

有移植器官均来源于社会
公民自愿捐献，从器官捐献
到移植实现了全链条的可
溯源管理。积极倡导和开展
遗体（器官）志愿捐献工作
是进行移风易俗、促进殡葬
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了解，2018年，包头
市新增登记84人、实现捐献
12例，挽救了11位器官衰竭
患者的生命，使两位眼疾患
者重见光明。截至目前，包
头市红十字会已建立了包
头医学院、包钢医院、朝聚
眼科医院三家遗体（器官）
接收站，经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器官捐献中心培训的捐
献协调员14人，累计421位
市民办理了捐献登记手续，
74人实现了捐献夙愿。

遗体和器官捐献者，值得我们永远追思……
文/本报记者 王利军 摄影/本报记者 辛永红

包头举行遗体器官捐献者缅怀活动
文·摄影/本报记者 杨晓红

志愿者献花，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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