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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星星的孩子”点亮希望
——新疆志愿者7年爱心接力关爱自闭症儿童

90后器官捐献协调员：

“我们是生命的摆渡人”

广州废旧物品慈善捐赠回收有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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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岁的孟风雨，这两年几乎没

穿过色彩鲜艳的连衣裙，也极少穿

精致的高跟鞋。她总是穿颜色偏暗

的素色衣裤，蹬一双便于奔波的平

底鞋，背一个黑乎乎的双肩包。

孟风雨的黑色背包里时刻装着

她的“宝贝”：签字笔、按手印的印

泥、擦眼泪的纸巾、出差用的洗漱

品小样、配型抽血管，还有最重要

的——三到五份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签字文件。

这个1991年出生的湖南岳阳姑

娘，是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从2017年 3月至今，她经手完成

了90例器官捐献。

她的工作常态是：随时出发，奔

赴各个医院 ICU，与沉浸在悲伤中

的重症患者家属沟通，提出器官

捐献。

今年年初，在中国女子篮球职

业联赛全明星赛上，五位器官受捐

者组成了一支篮球队，年龄最大的

54 岁，最小的 14 岁。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器官捐献者——16 岁的少年

叶沙。

2017 年 4 月，叶沙因脑血管意

外导致脑死亡，他的父母决定捐出

他的器官，而孟风雨正是全程参与、

见证了此次捐献的协调员之一。

“我给叶沙买了一顶棒球帽，想

让他看起来精精神神的。”孟风雨

仍然清楚地记得叶沙戴上那顶棒

球帽时帅气、安详的样子。两年前

的五月，她陪伴着叶沙的父母，将

孩子的骨灰安葬在湖南长沙凤凰

山陵园。

“不是说捐献手术完成了就可

以了。协调员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她和许多捐献者的家属像亲人朋友

般相处，时不时打个电话聊聊近况，

偶尔还会上门拜访。

今年清明前夕，孟风雨和往年

一样来到了凤凰山陵园。微微细雨

中，她撑着伞，陪着捐献者家属、受

捐者鞠躬悼念，时而俯身仔细擦拭

着捐献者的墓碑。

在凤凰山陵园安眠的 555 名器

官捐献者中，有 32名是孟风雨曾参

与协调的。

“说实话，有时候我也很想念在

临床工作的日子。”当被问及“如果

有选择，是想当协调员还是想当护

士”时，她想了想，轻声说道。

这份工作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是

显性的——

“我把所有大红大紫的衣服都

收起来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需

要马上出发，去见患者家属，沟通捐

献。”孟风雨说着，摸了摸自己的米

灰色外套。

更大的改变，是隐性的——

“以前我总是人群中最爱笑的

人，天天傻乐。”当上协调员之前，她

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移植科的护

士，是病人眼里最乐天派的女孩，接

触的都是接受器官移植后充满希望

的病人。

“现在，我不再是一个傻乐的人

了。”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这两

年，这个 90后姑娘参加了数十场追

悼会。“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是不知

道怎么去安慰家属，只能拍拍他们

的肩，陪着掉眼泪。”

面对悲伤从不是件容易的事，

哪怕她总在经历，也并不会变得容

易一些。甚至，反复沉浸于生离死别

中，又将自己抽离的过程，会更加

辛苦。

与悲伤同样难以面对的，还有

误解。曾有 ICU 医务人员告诉她：

“你一来我就觉得我们科又有病人

要去世了。”无心之言，却让她怀疑

自己“被当成了‘死神’。”

那为什么还在坚持？

面对这个问题，孟风雨讲述了

一个故事：2018年 8月，一岁的涵涵

病情危重，靠呼吸机和大剂量升压

药维持生命，父母决定捐献孩子的

器官，最终，涵涵让两名尿毒症患者

重获新生，两人重见光明。再次见面

时，涵涵妈妈眼含泪水和孟风雨及

她的同事握手说道：“谢谢你们，让

涵涵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这

是孟风雨克服艰难、跨越误解，继续

坚持的原因。“因为我见过接受了器

官移植的患者脸上那种重获新生的

光芒。还有捐献者家属，他们得知亲

人的器官仍在这个世界上帮助着别

人时，脸上那种欣慰。”

中国的器官捐献环境正变得越

来越好。用孟风雨的话说，“当我们

提出器官捐献，骂人、推搡的家属少

了，理解和尊重多了。”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

网显示，截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捐

献志愿登记人数已逾 122 万人，实

现捐献23299例。

湖南省红十字会数据显示，目

前湖南省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

员共有 100 人。作为百分之一的孟

风雨，这样诠释着这支队伍的使命：

“我们是‘生命的摆渡人’，摆渡着患

者的希望，也摆渡着家属的念想。”

（新华社 袁汝婷）

5 月 10 日，四川绵竹市爱之援义工协会邀请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绵竹市民政局等单位联合学校在中国玫瑰谷月季园开展了“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在活动现场，绵竹市卫健局的工作人员教孩子们跳起了健骨操，应急救援队队员教孩子们水上应急救援知

识，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怀。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胡桂芳 摄

“你在天上忽明又忽暗，我在

地上随风飘啊飘。我不知你心向

何方，今生今世我们相偎依……”

这是一首唱给自闭症患者的歌。

一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性情孤

僻，与人沟通困难，但在新疆62名

志愿者眼里，他们是遗落在凡间

的天使。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广

泛性发育障碍的亚型，起病于婴

幼儿时期，多见于男性，是世界上

人数增长较快的病症之一。患自

闭症的孩子像星星一样孤独地闪

烁着微弱的光芒，被称作“星星的

孩子”。

在天山北麓的新疆石河子大

学，心缘心理健康协会“璀璨星

光”志愿团队的62名志愿者，每周

三会准时走进石河子市特殊教育

学校，帮助这些孩子打开内心封

闭的窗。

志愿者团队发起人宋潮说，新

疆对自闭症群体认识及治疗相对

落后，2012 年开始组建志愿者团

队，如今成员发展到62名，自己大

学毕业后，师弟师妹接过爱心接

力棒，7年来从未中断。

志愿者唐睿翼第一次来特殊

学校时，看到一个特别的孩子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目光飘忽不

定，手不停划着桌子，发出刺耳的

声响，似乎完全感受不到周围的

变化。

“与自闭症儿童接触的第一

步，是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我们

先去了解孩子，用真心和耐心沟

通，给他们安全感和依赖感。”唐

睿翼说，建立关系之后，训练计划

才开始实施。通过前期了解，志愿

者会结合心理学知识，细心为每

个孩子制订符合各自特点的康复

训练计划。

志愿者顾雨洁说，志愿者与一

个孩子初步熟悉需要 3 次以上的

磨合。

有的患病程度较深的孩子，很

难配合老师开展教学，会抓老师

衣服、头发，甚至向老师吐口水。

这些都是志愿者需要面对和解决

的困难。当一天天的陪伴积累下

来，当一张张笑脸印在孩子们心

中，当一次次康复训练慢慢展开，

志愿者和“星星的孩子”之间的距

离拉近了。

唐睿翼说，自己帮扶一个患病

较重的孩子牛牛半年后，忽然有

一次牛牛主动打招呼，“我第一次

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这次

刻骨铭心的对视让我知道，他把

我当作了熟悉的人。我希望用专

业知识和爱继续做力所能及的

事，让孤独症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不再孤单。”

据了解，“璀璨星光”志愿者

团队所属的石河子大学心缘心理

健康协会，在 14年中累计有超过

7000 人次志愿者传递爱心，总时

长超过1.2万小时。今年2月，这个

团队被中宣部授予第五批50个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所有‘星星的孩子’的梦以

及他们父母的梦，都值得被尊

重，我愿为每一个渺小的梦想

尽 自 己 的 力 量 。”志 愿 者 顾 雨

洁说。

（新华社 高晗）

河南省直机关无偿献血
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招募活动在郑州开展

本报讯（王勇生 张明 王鹏）近

日，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河南省

红十字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在郑州

联合举办了以“博爱中原，文明河南”

为主题的河南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活

动当天，共有 920 人参加无偿献血，

共计315100毫升；共有236人采集造

血干细胞血样，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

河南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开展六

年来，先后有超过 12397 人次献血

4196750 毫升，1124名志愿者加入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随时准备救

助血液病患者。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职

工带头捐献，大力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坚持用

自己的爱心善行带动影响全社会更

多的人无偿献血，奉献社会，有效发

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据了解，河南省7次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省”称号，连续 5 年造血

干细胞捐献人数居全国第一，展示了

出彩河南人的无私大爱。河南省直机

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招募活动已成为文明河南建设进

程中的一张亮丽名片。

为不断提高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水平，强化党员干部服务意识，进一

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实现社区服务

全覆盖，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

区解放街道新世纪社区以居民需求

为出发点，把志愿服务作为维护党的

基础地位、加强社区治理和服务居民

群众的有力载体，创新开展了一系列

特色便民服务工作，特别是 2015 年

以来，社区针对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开

展的“叫醒服务”，成为志愿者和空

巢老人之间安全、温馨的纽带。

据了解，新世纪社区的“叫醒服

务”主要是针对辖区内独居空巢老人

开展“早敲门、晚问候”服务，目的是

为了关注老人们是否健康，在日常生

活中是否有困难需要解决，这些贴心

的服务温暖了辖区空巢老人的心。

近日，新世纪社区志愿者张潇就

在一次上门开展的“叫醒服务”工作

中，帮助了一名旧病复发的空巢老人

及时就医治疗。张潇说：“这个老人

比较特殊，无儿无女，还是个聋哑

人，所以我们必须上门查看。前两天

到他家的时候，他表示有点头晕，我

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渭南市第二

医院急诊科主任高三明说：“这位老

人到咱医院来，表示老是出现头晕，

经过检查后是脑供血不足。陪同来的

小张（张潇）关心很到位，我开始还

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才知道她是志

愿者，她做得特别好，就跟老人的亲

人一样。”

平凡而善意的举动往往最能温

暖人心，而这些充满爱意的举动则来

源于践行为群众服务的宗旨。2015

年解放街道新世纪社区作为全市试

点，首度在辖区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

工作。社区干部在深入走访、服务居

民的过程中，发现辖区有不少独居的

空巢老人，他们由于老伴的离世、儿

女又常年在外工作学习，长期处于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孤独

生活状态，在与这些独居老人交流的

过程中，社区干部逐渐了解到老人们

的忧虑和担心，因此便决定开展由社

区志愿者与辖区空巢老人结对子的

一对一“叫醒服务”。

新世纪社区主任寇东升表示，我

们都是为人子女，也都有老的时候，

老人一个人在家里生活，如果需要帮

助都没人知道，所以我们要努力帮助

这些独居老人，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幸

福美满。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多年来，“早

敲门、晚问候”已成为新世纪社区志

愿者的每日必行工作。2018年 9月临

渭区委组织部在全区59个社区推广

实施“叫醒、代办、暖心服务”。在收

获群众赞誉的同时，新世纪社区还荣

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社区

创新开展的“叫醒服务”荣获“陕西

省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奖。

“同心协力—2019”
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在浙江举行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位于绍兴

的浙江省消防总队培训基地举办了

“同心协力—2019”中国红十字会应

急救援综合演练。

此次演练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主办，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各级、各类

红十字救援队联合救援能力，更好发

挥红十字救援队在自然灾害等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救援中的积极作用。

此次演练采取实景现场模拟方

式，演练赈济、医疗、供水、大众卫生、

搜救、心理、水上救生七类救援队实

战救援和后勤、通信等保障以及受灾

群众现场自救互救等课目，中国红十

字医疗救援队、中国红十字（湖北）供

水救援队、中国红十字（云南）大众卫

生救援队、中国红十字（宁夏、广西）

赈济救援队、贵州省红十字会供水救

援队、浙江省红十字应急搜救队等16

支红十字救援队参加演练。

据悉，全国红十字会系统目前已

建立了赈济、医疗、供水、大众卫生、

搜救、心理、水上救生等七个类型603

支救援队，注册应急救援队员 2.7 万

余人，基本形成了体系完备、机动灵

活、迅速高效的应急救援工作机制。

红十字应急救援力量在国内、国际历

次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救援中，

都能快速、专业、高效完成救援任务。

（新华社 翁忻旸）

德阳举行知识竞赛
营造良好志愿服务氛围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近 日 ，

2019 德阳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弘扬雷锋精神”知识竞赛在德阳

五中天元校区拉开帷幕。此次知识竞

赛由中共德阳市委宣传部主办，德阳

市直机关工委、各县市区委宣传部、

德阳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协办，旨在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营造崇

德向善的良好志愿服务氛围，让更多

人学习雷锋精神，积极加入志愿服务

行列，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

者和实践者。

据介绍，德阳市自开展学雷锋系

列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来，通过线上

比赛、线下竞赛和短视频比赛相结合

的模式深入开展，不断扩大活动影响

面。其中，以“全民总动员 志愿服务

抖起来”为主题的短视频大赛热度很

高，青年志愿者、市民朋友等各方人

员均有参与，组委会共收到短视频作

品近百件，视频内容丰富多样，展示

了德阳在志愿服务方面的新内容。活

动现场，还分别为德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等 5 个最佳拍摄创意

奖、德阳市广播电视台等 5个最具正

能量奖获得者颁奖。

据悉，为搭建四川志愿服务项目

专属孵化平台，进一步推动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营造“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氛

围，德阳今年的学雷锋系列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中，2019“互联网+学雷锋

种子项目”主题活动持续以“互联

网+”的形式开展。

日前，广东省广州市印发了《关

于依法规范开展慈善公开募捐活动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

有关单位进一步加强慈善公开募捐

活动的监管，严格按照《慈善法》及

其配套文件的各项规定，依法依规

开展慈善公开募捐活动。

通知明确，废旧物品慈善捐赠

回收活动的性质属于慈善公开募

捐活动，应与企业的废旧物品回收

利用相区分。以慈善名义开展旧衣

物、旧书籍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属

于公开募捐活动，应根据《慈善法》

的规定由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开展，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开展此类公开募捐活动。

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区民政局

对现有的慈善公开募捐活动进行

清理。《慈善法》实施以前已经开

展的具有募捐性质的慈善项目，

在《慈善法》实施以后并不能当然

延续实施。如仍需继续开展的，应

当按照法律要求由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实施并办理备案

手续，否则属于违法行为。

通知强调，不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组织或个人可与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公开

募捐活动，活动形式应规范。联合

开展的慈善公开募捐活动应使用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名

义开展，全部收支应纳入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账户统

一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在募捐

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

著位置应公布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格

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

信息查询方法等信息。

(据《新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