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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预约，根据检查结果

的时间来”、“自助设备一次只

能刷 1000 元”……走入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门诊大厅，除了忙

碌的医护人员，焦急的病人和

家属，还能看到一个个亮眼的

红色身影。他们穿梭在门诊大

厅，停留在每一位需要帮助的

病人身边——他们就是医院的

志愿者。2017 年底，这群志愿

者中的陈秋娥和李筱丽被评为

湖南省“最美志愿者”。

活力满分：
年近七旬不输年轻人

“现在，病人都知道湘雅的

志愿者是穿红马甲的，就算我们

和年轻人一起走在医院里，病人

和家属有疑问都会找我们‘红马

甲’，不会因为我年纪大了，就

觉 得 我 搞 事 不 清。”1 月 23 日，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当志愿者的

陈秋娥显得十分自豪。事实上，

今年 69 岁的陈秋娥在门诊大厅

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的

过程中，还不时被人拉住询问各

善果 >>

公益
扫一扫，加入今日女报公益 QQ 群

2018年2月8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美编/王蕾
E－mail：tangtx@fengone.com08

《200 多名脑瘫患儿急需一批棉衣过冬》后续之⑤

善人 >>

长沙团体单位组织
应急献血活动 

免费乘车！57户脑瘫患儿家庭回乡过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很高兴，也非常感谢！”

拿着免费乘车券，带着孙子来

长沙做康复治疗的怀化老人尹

金兰连声道谢。2 月 1 日，春运

来临之际，长沙交警与湖南龙骧

集团联合推出第六季“情满旅途

·送爱回家”送票活动，联动今

日女报社、长沙县“爱的摆渡人”

等省市多家媒体和公益爱心组

织，送出 500 张省内免费乘车票。

截 止 2 月 6 日， 共 有 57 户脑 瘫

患儿家庭领取了 101 张票免费乘

车回家。

湘雅“红马甲”，爱心不停歇

扫一扫，
为志愿者点赞

善行 >>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董恩）在雪后

及春节期间的献血淡季，如

何为长沙 760 万市民提 供供

血保障？2 月 2 日，长沙市卫

生系统医务人员应急献血周

活动全面启动，60 余家市级

医疗卫生单位积极参与，医务

工作者以实际行动献血，并

引发了社会各界更多的爱心人

士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当 天 上午， 长 沙市 第四

医院、湖南财贸医院、长沙

老年康复医院、长沙县第一

医院等就有数百人参与献血。

同时，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

道、开福区政府（卫计局、市

直机关）、宁乡市经开区等也

组织了团队献血活动，当天有

400 余人成功献血。

1 月 25 日，今日女报携手长

沙县“爱的摆渡人”义工发展中

心发起免费送租住在长沙县城西

安置小区的 50 户困难脑瘫家庭

回家过年活动，得到长沙交警的

大力支持，并将该活动纳入“情

满旅途·送爱回家”送票活动中。

2 月 1 日一早，尹金兰等 12

户脑瘫患儿家庭作为首批免费

乘车回家的代表，由滴滴专车

免费接至长沙汽车西站。随后，

湖南龙骧集团向这些脑瘫患儿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这 是 一 件 大 好 事。

近几年，经常有公益人无钱

治病的情况出现，让不少公益

人都心有戚戚焉。这里头既

有缺钱的困局，也有公益人经

常处于一线工作状态而忽略了

健康自检和体检的因素；而且

公益行业的女性从业人数远

比男性多。”拿着化验单的湖

南省益加青公益组织的公益

人陈佩告诉记者。

2 月 1 日，“公益与健康

同行”关爱 10000 名女性健

康公益体检计划正式在长沙

启动。该活动由长沙仁与公

益组织发展与研究中心联合

长沙安贞妇产医院共同发起，

致力于为女性公益人、志愿

者及其女性家属提供体检服

务。此次免费体检活动将从

今年 2 月开始，持续一年时

间。安贞医院院长唐芸表示，

公益体检将涵盖基本检查、

内科、妇科、检验科等疾病

筛查内容。

“点亮志愿者”
公益微视频大赛落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李仕铭）2 月 6

日，由湖南省文明办、省志工

办、省文化厅、中国电信湖南

公司联合开展的全省学雷锋

志愿服务“点亮志愿者”公益

微视频大赛落幕。经组委会

严格评选，共有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电力公司国

强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又

是一年杏叶黄》等 46 个作品

获奖，永州市文明办等 5 个单

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一万名女志愿者
将享受免费体检

家庭和一批环卫工人发放了

免费乘车券。

尹金兰今年 57 岁，她的

孙子尹名（化名）由于出生时

黄疸太高，造成了脑瘫，4 岁

了还不能走、不能站，只会

叫“奶奶”。去年，尹金兰带

着孙子来到长沙县城西小区

租住，并在附近的医院作康

复治疗。“花掉了二三十万元，

孩子的妈妈已经离家出走两

年，没有一点音讯。”尹金兰

告诉记者，她的丈夫年过六

旬，家里全靠儿子一人支撑。

而 这 张 价 值 150 元 的 车 票，

能让她的孙子做三个项目的

康复治疗。

据了解，自 2013 年春运

启动以来，“情满旅途·送爱

回家”活动已经走过了六个

年头，为春节返乡群体送票

近三千张。

“爱的摆渡人”志愿者给脑瘫患儿家庭发放免费乘车券。

项事宜。

十多年前，陈秋娥的儿子因

为患血友病在湘雅医院接受手

术。住院期间，他得到了不少热

心人的帮助，“单位邻居都有募

捐”。感激之余，陈秋娥也决定

做点什么。“后来听人说，湘雅

医院有专门的志愿者培训，我就

来了。”

2015 年， 陈 秋 娥 儿子的 病

情有了好转，她也开始全身心投

入到志愿者工作中，进行门诊引

导、指路、病房护理等。有天晚

上，她一个人在湘雅医院志愿者

之家值班，一名病人急需用此前

在老家购买的药，可湘雅医院却

没有。陈秋娥考虑到病人来自外

地，人生地不熟，便自己走出医

院，沿着街道的药店一家一家询

问，结果都没有病人所说的那

款药。“那时已经晚上 8 点多了，

儿子也打电话过来说饿了，我安

慰着他再多撑一下，妈妈马上就

回来。”陈秋娥说。

2017 年 11 月， 以陈 秋 娥 为

原型的微电影《信任再传递》在

第四届中国医院微电影节获得

“最佳公益题材”和“最佳原创

人物”等奖项。

细致满分：
为乡村病人提供帮助

对 于 63 岁的 李 筱 丽 来 说，

其志愿者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为从乡村来长沙看病的老人

提供帮助。

“有的老人腿脚不好，我们

要搀扶着上下楼；有的老人挂号

后需要做好几个检查，却因为搞

不懂，有时只做了一个检查就去

找医生了，浪费时间。因此，看

到一些农村来的老年病人，我们

就会跟着他去诊室。医生怎么跟

他说的，我们记在心上，等医生

叮嘱完后，我们再询问他是否听

懂，告诉他该去哪里做检查，要

拿几个检查结果。有的人做了个

检查就要回家，我就拉住他说：

‘不能呀，你只做过检查难道病

就好了呀？你还是得继续预约下

陈秋娥（左）在病房照顾患病的女童。 李筱丽（后）在湘雅医院门诊大厅帮人推轮椅。

扫一扫，
为爱心点赞

午的号让医生诊断啊，不然

第二天来看病，又要花钱。’”

为此，李 筱丽还总结了

来湘雅医院看病的流程和注

意事项。

记者了解到，李 筱丽家

住梅溪湖，离医院较远，但

每周 4 天，她都跟湘雅医院

职工一样上下班。

“我和妹妹年幼时就父母

双亡，那种感觉是呼天天不

应，叫地地不灵，也没有钱

去办丧事。幸亏有亲戚和当

地村民，还有很多陌生人伸

出援手，他们帮我给父母办

追悼会，关怀我们姐妹，我

真的很感动。”李筱丽说，她

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

助别人。  

据记者了解，截 止 2017

年 10 月，在湘雅医院注册的

志愿者有 2307人，志愿服务

队伍 36支。2017年11月30日，

湘雅医院志愿者之家荣获“湖

南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