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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光志的老家在焦作武陟
县农村，如今在郑州邮区中心局
工作，平时负责火车押运工作，
虽然工作忙碌辛苦，但是丝毫不
影响他献爱心的热情，截至目
前，他已献血4400毫升。2012
年 2月 24日，他在一次献血活
动中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源于从
媒体上看到不少白血病患者由
于找不到合适配型、备受煎熬的
场景，他希望自己的加入，能为
患者增添一份希望。

捐献“生命种子”救人的机
会在2012年12月降临。当时，
詹光志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初步
配型成功，很可惜，后来由于患

者病情原因未能捐献，这让詹光
志遗憾至今。今年3月21日，
当他再次接到郑州市红十字会
的电话得知自己与另一位白血
病病人初步配型成功时，他爽快
答应捐献，“上次没能捐成，一直
是我心里的一个遗憾，这次终于
可以弥补了。”

昨天，经过近4个小时的采
集，他成功为患者捐献214毫升
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份饱含大
爱的“生命种子”，已于29日晚7
时许输入患者体内，帮对方重燃
生命希望。

据河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文梅英介绍，志愿者要为患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需要满足多种
条件，初配成功后，还需要经过
高分辨配型，并顺利通过全面体
检等，而对患者来说，身体条件
也要适合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才
行，詹光志2012年12月与患者
配型成功后未能捐献，就是由于
患者病情变化，采集计划不得不
遗憾终止。在这次捐献“生命种
子”救人之后，詹光志将不再为
其他患者进行捐献，“我们尽量
不选择捐献后的志愿者再次捐
献，自中华骨髓库成立以来，还
没有一位捐献者先后为两位患
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情况。”

□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杨国栋

本报平顶山讯 “感谢马
伯伯给我们送来这么多书籍和
生活费，今后我们一定继续努
力，好好学习。”宝丰县观音堂
林站中心小学四（1）班的解晓
航手里拿着一本《西游记》和学
生字典兴奋地说。11月28日
上午，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
支部“魔术书记”马豹子带着价
值 3.7 万元的 200 个电热毯、
200本学生字典、200本《四大
名著》、100件棉袄、62条棉被
等爱心物品，看望了该县观音
堂林站的162户贫困户和200
名贫困学生，为他们送去了冬
日暖阳和一片爱心。

今年44岁的马豹子是宝丰
县赵庄镇大黄村人。1991年，
19岁的马豹子组建魔术表演团
体，走遍祖国大江南北，表演魔
术、武术、气功等传统文艺节

目，活跃了城乡群众文化生
活。2009年，马豹子回到家乡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给贫困学生留下2000元
生活费后，马豹子一行又来到
了观音堂林站大石扒村，慰问
当地家庭困难的老人。当天，
马豹子还组织大黄村魔术小商
品协会、大黄图书市场协会的
人员分别到观音堂林站的庄
科、三间房、石板河等6个村看
望慰问了162户贫困群众。

“我只是尽了自己一点儿
微薄之力，我会持续关注山区
的贫困群众，帮助他们脱贫致
富，今后，要定期来了解他们的
情况，为一些有能力的贫困群
众在大黄村的图书市场和小商
品市场提供就业岗位。”马豹子
深情地说，最近，大黄村魔术小
商品协会、大黄图书市场协会
的商户将筹措资金和物品到李
庄乡进行扶贫慰问。

□记者 李联胜 实习生 马小坡

本报讯 他是开封出租车
行业一位普通的的哥，每天驾驶
着出租车奔波于古城的大街小
巷。他是开封出租车行业一位
不普通的的哥，自发成立了全市
首支出租车爱心车队，向社会传
递正能量。这个他就是开封出
租车行业的优秀代表，京通出租
车公司的哥李连峰。

2013年12月的一天，天气
阴冷。李连峰驾车经过公园路
时，看到一位在路边等车的老人
被冻得瑟瑟发抖，正在载客的李
连峰将乘客送到目的地特意返
回，发现老人还站在路边。李连
峰当即停车，赶忙下车将老人搀
扶进车内。把老人安全地送到
目的地，李连峰免除了老人的车
费。临别之际，满怀感激的老人
在车窗外连声说着感谢。“老人

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让我
非常动容，想想，如果是自己的
爹妈在路上没人载，没人理，咱
心里啥滋味。”随后，他产生了一
个想法——组织爱心帮扶活动，
让有困难的老人免费乘车。

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2014年 1月，李连峰和多位热
心的哥、的姐一起组织成立了开
封出租车行业的第一支爱心车
队——李连峰爱心车队，并发起
了“关爱老人，志愿者在行动”活
动。两年来，已有50余名出租
车司机加入李连峰爱心车队，开
封爱心出租车的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

“怎么这么多人都叫李连
峰，还有男有女，你们到底谁是
李连峰？”每每听到乘客发出这
样的疑问，李连峰和同伴都笑
了。“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李连
峰已经成为了开封出租车的爱

心符号，只要为乘客做好事，都
可以是李连峰。”李连峰说，他和
爱心车队的队友们共同印制了

“李连峰爱心车队”的车贴和“爱
心名片”，每辆出租车车身上都
粘贴着醒目的车贴，上面不仅有
李连峰爱心车队的标志，驾车司
机的姓名、电话，还有爱心车队
的服务宗旨和免费服务对象。

“每当乘客上车，我们都会递出
一张‘爱心名片’，就是为了能帮
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在每天运营中帮助老年乘
客和残障人士，在每年的高考、
菊花文化节期间为考生、游客提
供免费服务，李连峰爱心车队已
不满足在出租车行业奉献爱心，
他们把爱和奉献向全社会播
撒。对此，李连峰告诉记者，有
点精神追求才可以让人豁达，才
可以让人快乐，才可以使自己的
人生有意义。

□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李健全

本报商丘讯 11月 27日，
商丘一名患病男童乘出租车赶
往医院途中遇到下班晚高峰，
的哥向执勤交警求助后，交警
二话没说，开警车鸣警笛带路，
堵塞的车辆听到警笛和民警喊
话，自动闪开一条道路，出租车
5分钟赶到医院。由于抢救及
时，目前孩子病情稳定。

“我当时吓傻了，谁知出租
车司机打开车窗玻璃，只对在
路边执勤的交警说车上有病人
急送医院，路太堵，帮忙给开个
道吧，交警立马就上车开路了
……”昨天下午，5岁男童的妈
妈邢玉红激动地向记者讲述这
件令她感动不已的事。

医生说：“幸亏来得及时，
当时孩子烧得确实厉害。”

原来，27日下午5时许，家
住商丘市道北一小区的邢玉红
5岁的孩子发高烧，到附近诊所
求治，医生说：“我治不了，得赶
紧送到医院急救。”邢玉红一
听，立马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可刚走没多远，就遇到前

面的路口堵车。
“警察同志，快来帮帮我们

吧，车上的孩子因为发高烧深
度昏迷了，需要赶快送往医院，
现在高峰期我的车堵在这了，
快来救救这个孩子啊！”的哥急
切地说。

得知情况后，正在执勤的
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建设中队执勤民警刘明辉、刘
晨迅速驾驶警车为出租车开
道。

“当时下班的、接孩子放学
的车辆很多，路上确实堵，我们
鸣着警笛并喊话，一些车辆自
动就闪开一条路，若不是警车
开道，去往医院需要30分钟，我
们5分钟就到医院了。”民警刘
明辉说。

由于送往医院时间比较及
时，为昏迷的男童争取了宝贵
的救治时间，患肺炎的男童经
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病情
逐渐稳定下来，男童的妈妈看
到这一感动的瞬间，流下了欣
喜的泪水。

带着暖心字条捐献“生命种子”
郑州暖男为数百公里外的白血病男孩植入生命希望
□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张予 文
记者 许俊文 摄影

本报讯 “祝你早日康复，
加油兄弟……”、“希望有更多
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挽救
更多的生命。”两张A4纸上写
着郑州暖男詹光志的两大心
愿。11月29日，为挽救一位在
北京住院治疗的19岁白血病
男孩，39岁的詹光志在河南省
肿瘤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他
采集时分享了特意带来的两张
爱心字条，为患者加油，同时呼
吁更多人士加入志愿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爱心行列。

29日中午12时许，从北京
一家医院赶来取“生命种子”的
李医生向躺在床上捐献的詹光
志激动地道谢，道谢之余，李医
生将患者家属亲手写的感谢信
及答谢河南恩人的礼物交给詹
光志，詹光志召唤陪他捐献爱心
的王海霞，也把自己提前准备好
的暖心字条交给李医生，请他帮
忙转交给患者，“我祝他早日康
复！”

感谢信上写的什么？床边，
王海霞在丈夫的注视下拆开感
谢信，“恩人您好：我是一个农
民，不会说华丽的词语，孩子1
月19日检出急性髓系白血病已
经快一年的时间了，我们全家一
直生活在焦急和忧愁之中……”
刚念了几句，她就哽咽起来，转
身擦泪。

大河报记者注意到，感谢信
的字里行间，满是患者家属的无

比感激、感恩，其中写道：“我们
就是没有见面的亲人，因为孩子
的身体将流淌着您的血液！是
您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这封感谢信，让詹光志百感
交集。这次来，他还特意准备了
另一张暖心字条，上面写着：“希
望有更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
库），挽救更多的生命。”他说，这
是自己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初衷，
也是他的爱心倡议。

捐出“生命种子”，拯救数百公里外的白血病男孩

“生命种子”输入男孩体内，帮对方重燃生命希望

爱心满满
“魔术书记”捐资送物

交警为患病男童
辟出“生命通道”

让困难老人免费乘车
车队“的哥”都叫“李连峰”

詹光志举起写着他心愿的纸张。

一句求助，他们为病童紧急开道

扶贫助学，他为老人孩子捐物捐资

扶危救困，他成立出租车爱心车队

挽救生命，他为陌生患者捐献骨髓

身边的

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