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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年，
2000余人签下器官捐献协议书

善行岳阳有个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我们服务队现在有自己的单独账户了，以后如果
有企业想给我们捐款，也是可以的。”8 月 28 日，岳
阳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冯岳华高
兴地告诉记者，服务队成立一年多以来，他们的志愿
活动都是“靠爱发电”，自筹资金，目前已经有 2000
余人在他们的宣传下，签下器官捐献协议书，其中 16
人已经捐献器官。

换肾手术后，
他成了器官捐献志愿者

“我的心中一直充满感恩，一直在

想自己能不能为其他病友做些什么。”

8 月 28 日，现年 45 岁的冯岳华告诉记

者，2012 年，他因为身患尿毒症接受

了换肾手术。随后，他和十几名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自发从事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服务工作。

2018 年 5 月 8 日，岳阳市红十字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

冯岳华任队长。

“没有经费来源，我们自筹资金，

贴钱贴物，到现在也没有统计到底花

了多少钱。”冯岳华介绍，服务队在岳

阳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以及市人民医

院移植科的培训下，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我们在各大医院 ICU、住院部、门诊、

电梯等重要位置，社区医院，公交站

台张贴宣传牌、广告画、发放宣传资

料，创建‘湘岳器捐’公众号，转发微

信朋友圈等多种形式，普及器官捐献

的知识。”

据统计，成立一年以来，志愿者

们在全市发放宣传资料 10000 余份，

张贴宣传广告 200 余块。同时，志

愿者还积极参与走访慰问器官捐献

者家属、缅怀器官捐献者，给器官

衰竭者做心理辅导，并送去健康关

怀等活动。

冯岳华说，在进行宣传工作时，他

们没少遭受白眼，但依旧坚持下来了。“因

为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能挽救很多生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我小孩两

岁多，患有小胖威利综合症，一个月治疗费要花

4000 元左右”“我小孩患有戈谢病，一支药要 2.3

万元，一个月要用三支”……8 月 25 日，由湖南

省遗传学会、湖南省慈善总会主办的“湖南省遗

传学会罕见病关爱救助金项目启动仪式暨罕见

病公益行”在长沙举行，一些罕见病患者家长的

倾诉让很多人潸然泪下。

罕见病一般指发病率低、患病人数少的疾

病，全球约有 7000 多种，占人类疾病总数的

10%。全世界大概有 4 亿人受到罕见病影响，

中国有近 2000 万罕见病患者。

活动现场，很多爱心企业和人士参与到捐

助中来。国控湖南维安大药房表示，会投入资

金近三十万元，并划出专门的区域改造升级，

打造湖南省首个以患者为中心的罕见病关爱专

业平台。飞鹤奶粉在湖南贝贝熊孕婴童连锁门

店每卖出一罐飞鹤奶粉将配捐一元钱，泰迪故

事每卖出一盒低糖健康月饼配捐一元钱。本次

活动也获得了赛诺菲中国的大力支持。

今日女报/凤网讯（实习记者 吴倩 通讯

员 徐晨瑀 王煌）义务巡逻抓小偷，他和家人

多次被暴徒伤害；6 年时间清理河道垃圾几千

吨……8 月 26 日，在长沙财经学校，“全国劳动

模范”李高峰以《志愿服务永远在路上》为题，

向 2000 余名新生分享了自己坚持 19 年做公益

的故事。

李高峰是河南人，2001 年到北京打工。十

多年来，他除了每天送报纸，还不遗余力地做

着清理河道垃圾、掏厕所、义务巡逻、志愿者

维权、帮扶孤寡老人、为奥运会提供志愿服务

等志愿活动，并发起组织了“河南在京务工人

员环保志愿者服务队”，获得了“北京好人”“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温家宝总理也曾给他点赞。

“做一件好事不难，做一辈子好事却很难。”

长沙财经学校校长陈全宝表示，“凡事贵在坚

持，希望同学们以李高峰为榜样，从今天起，

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将雷锋精神发扬光

大。”据了解，长沙财经学校一直重视志愿者

服务队伍的建设，财经“小红帽”志愿服务队

早已深入社区、养老院、高铁站、街道等场所。

法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黄开堂教

授受邀聆听讲座。

湖南启动“罕见病关爱救助金项目”

“全国劳动模范”
来湘作志愿服务主题演讲

 何荣华真的“有病”吗？

“她其实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8 月

12 日，永州市芝山医院前院长伍铁桥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大概今年四月份

时，“我和屈中亚夫妇见过一面，听了他

们的一些故事后，我就建议她去我们医院

看一下。”但何荣华并不认为自己有病，只

当作玩笑，屈中亚也没有坚持。

8 月 12 日，永州市芝山医院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提供了何荣华的疾病诊断证

明书，上面写着“患者因‘偏执状态’在

我院住院治疗”。

何荣华的主治医生黄文芳介绍，“偏

执状态”是偏执性精神障碍的一种。

就在 8 月 12 日早上，永州市芝山医院

组织了四名专家和五六名临床医生对何

荣华进行了大查房。该院医务科科长谢

炜麟介绍，8 月 7 日，病人来就医，经过

跟家属了解情况和跟患者本人聊天，以及

一些旁证，初步判断其患有功能性精神

疾病，然后收留住院，“类似的病人我们

也收留过，收留何荣华符合诊断和治疗

标准”。

“这种人没有发病时，与正常人一样，

因此，很多家属都是病人发病了出事后

才送来治疗。”芝山医院精神科主任欧学

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偏执状态’

的病人发病时，力气会变大，甚至有杀人

父亲捐献器官一年后，
儿子接受器官捐献

“前两天，一个大姐找到我，希望

我能帮她刚刚做完换肾手术的儿子找

个工作。”志愿队华容县分队队长周彩

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个病人

的情况很特殊，因为他的父亲捐献了

器官，而他又得到了器官捐献。

2017 年底，刘禹（化名）的父亲因

车祸去世，他的家人决定把他的肝和

肾捐献出去。没想到，第二年，年纪

轻轻的刘禹竟被确诊为尿毒症。

“ 当 时， 他 正 准 备 前 往 广 州 工

作。”周彩霞说，因为刘禹的父亲捐

献了器官，所以当地的红十字会决

定优先为刘禹寻找肾源，刘禹也完

成了换肾手术。

但医疗费用让刘禹本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他父亲去世了，母亲没

工作，他做 完手术后又有肺部感染，

也花了不少钱。”周彩霞曾去刘禹家里

慰问，他家房子很老旧，“我们服务队

不仅要做好器官捐献的宣传，也要做

好帮扶。”

令人意外的是，今年 43 岁的周彩

霞也曾患有尿毒症，26 岁确诊时，她

的孩子才一岁零八个月。她于 2002 年

做了肾移植手术，但因为排斥反应，

2008 年又做了一次手术。

“我们这些接受过器官捐献的人，

对于器官捐献自然要比别人有更多的

感悟。”周彩霞说，他们之所以成为志

愿者，就是希望能帮助更多人转变观

念，加入到器官捐献的队伍中来，“我

和我爱人都签订了器官捐献协议书”。

而冯岳华 19 岁的儿子也在 2017 年签

订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议。

2000 余人签下器官捐献协议
目前，岳阳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服务队已在岳阳实现全覆盖，

岳阳的三区、四县、两个县级市都成

立了分队，从原来的“肾友”志愿者逐

渐发展壮大到现有来自党政机关、医

护团队、捐献者家属及商界精英等近

800 余名志愿者的队伍。“这里面 80%

的志愿者都接受过器官捐献。”

“在志愿者们的努力下，已经有 16

个人捐献了器官，2000 余人签订器官

捐献协议。”冯岳华介绍，岳阳市蓝天

救援队更是全队都签订了捐献协议。

冯岳华说，接下来，他们准备纵

深推进宣传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社区、

深入农村。

岳阳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已在岳阳市的
三区、四县、两个县级市都成立了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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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一 扫， 向 器
官捐献志愿者致敬

医院：当事人因“偏执状态”正在治疗4 的案例。”

欧学军解释，这种病的诱因跟性格有

关，“何荣华的性格比较强势，家里都是她

说了算，而且固执。她也没有工作和其他

爱好，只围着丈夫和儿子转，当儿子大学

毕业后，她就只有围着老公转了。加上老

公完全听老婆的，就加速了病情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说呢？欧学军介绍：偏执

状态的病人与妄想症精神病人有一个大

不同就是，偏执状态下，她所认定的事

情存在一定的根据，比如确实有女人跟

屈中亚有电话来往，而且那些女人都是

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加上老公一味顺着她，她就更加认为自

己是对的”。

“这种病的治疗，目前只能通过药物

治疗和精神沟通的方式来进行。”芝山医

院医务科科长谢炜麟介绍，“不治疗的话，

病情就可能会加重，但接受治疗也只能

缓解，无法根治”。

网友评论 >>
“SupremeCqy”：屈中亚会写这个“保

证书”也是出于对妻子的爱，爱本无罪，

但是家务事已经严重骚扰到他人的生活、

工作，值得反思。网络这把双刃剑，需要

我们好好利用。

“ZNL666”：这对夫妻应该公开赔礼道

歉，还“保证书”中五位女性以清白。这

可不是闹着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