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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2015年8月28日至29日,中华骨髓库第十九期网络信息暨分库业务培训班在青海省

西宁市举办，总库管理中心领导、特邀授课专家和来自全国各省级分库等单位的代表共

约90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班。

青海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吴有祯致辞后,中华骨髓库总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讲

话。讲话总结了2015年上半年主要工作, 介绍了“十三五”规划（一上）的情况，并对

下半年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重点是：加强宣传动员，用好志愿者力量，保质保量完成入

库任务；关口前移，加强保留，继续提高“两率”、降低“两率”。

培训内容丰富、议程紧凑。主讲内容包括：（1）青海省红会信息化建设经验介

绍。（2）宣贯新版中华骨髓库《科研管理办法》和《分库实验室协议书》格式文本。

（3）向世界骨髓库上传数据工作情况介绍。（4）2015年上半年捐献服务工作回顾。

（5）有关捐献心理因素分析的课题成果分享。（6）样品寄送标准操作规程。（7）中

华骨髓库第十九期网络系统培训。

中华骨髓库第十九期网络信息暨分库业务培训班
在西宁举办

技术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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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2015年HLA分型技术交流会暨第十八期网络信息培训班”于2015年8月25日-27日在

青海省西宁市成功举办。会议由总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邹庆波主持，青海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吴

有祯、总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出席会议，中华骨髓库30家合作HLA组织配型实验室工作人员参加了

此次培训。

高东英副主任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华骨髓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各合作实验室的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新的要求。随后按照会议安排做了七个方面的专题讲座。

一、中华骨髓库第七届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骨髓库质量控制实验室主任蔡剑平教授作了

《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基因分型检测技术及管理要求》的专题讲座，详细介绍了我国HLA分型检测

技术及管理标准制定及评审的情况。

二、中华骨髓库第七届专家委员会委员，苏州HLA高分辨分型确认实验室主任何军就《HLA抗体检

测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作用和意义》做了详细的介绍。 特别提到当HLA错配移植前患者一旦检测到抗

HLA抗体阳性，必须应用包被单一抗原方法检测抗体，并进行DSA、NDSA和CREG组分析，当抗体滴

度很高时须对血清进行倍比稀释后再检测和分析抗体浓度等研究成果。

三、中华骨髓库样品库负责人刘湘主任介绍了《生物样本库的建立与运行》从生物样本库的功能，

生物样本库的法律和伦理架构了中华骨髓库样品库的管理系统和机制，质量标准和信息化建设及生物样

品库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华骨髓库第七届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血液中心主任HLA实验室张伯伟分享了自己在美

国HLA实验室的学习体会和所见所想。结合美国实验室的管理经验向中华骨髓库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

议。

五、山西省血液中心HLA实验室张德梅主任代表实验室作了发言，从实验室与骨髓库之间的伴生关

系，强调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工作理念。

六、中华骨髓库技术服务部副部长杜丹和高级工程师韩颖分别从技术服务部的管理角度和业务工作

介绍了《中华骨髓库科研管理工作》、《分库与实验室合作协议书》和《向世界骨髓库数据上传工作介

绍》。

七、紫光公司工程师徐刚就十二五网络系统实验室内容进行授课，并进行现场考试，实验室参会人

员均通过了考试答题，完成了网络信息培训的全部内容。

会议最后，与会代表共同讨论了实验室的未来发展和科研工作思路。

中华骨髓库2015年HLA分型技术交流会暨
第十八期网络信息培训班在青成功举办

青海分库

培训总结时，中心领导要求各分库在今年剩下四个月的时间里，按照年度工作计划

梳理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做好统筹，扎实苦干,保质保量地完成全年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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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上午，苏州市红十字会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让髓缘续在苏州”——苏州市造血干细

胞捐献突破百例公益活动。江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徐国林、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严晓凤、江苏分库负责

人丁玉琴、市中心血站和各市、区红十字会领导等出席,全市捐献者、登记入库志愿者及市民代表共250余

人参加了活动。

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徐国林表示，苏州自2002年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在市红十字会的努力和

各界的支持下，目前已有两万多名志愿捐献者，102人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在江苏省内位列第一，在全

国地级市中也名列前茅。希望苏州继续努力，为挽救患者生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苏州市捐献者能突破百例，除了需要感谢无私奉献的志愿捐髓者们，还与各市区红十字会付出的努力

分不开。在102位捐献者中，41位都来自昆山，为表彰昆山市红十字会，苏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严晓

凤为昆山红会颁发了特别贡献奖。

活动现场，苏城百余位捐献者汇聚一起，与广大市民分享捐献经历，传递爱心，以实际行动呼吁更

多苏城爱心人士加入志愿捐献大家庭，让髓缘在苏州延续。作为捐献者代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最美的

姐”的张大姐与大家分享了她的捐献经历和感受。她是苏州第一位捐献的女的士司机，也是苏州爱心车队

的队长。“在千万人中能够与对方造血干细胞配型相合，这就是‘髓缘’，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延续别人

的生命，是我非常乐意去做的一件事”。

在捐髓志愿者队伍中，有很多像张大姐这样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好心人。来自昆山的80后小许是苏

州市第102例捐献者。小许和妻子原本今年打算要孩子，为了捐献决定推迟计划。在活动现场，江苏分库负

责人丁玉琴为小许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博爱勋章。

虽然志愿捐献者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岗位，却因为有着同样的爱心在人群中相遇，这种惺惺相惜

的同道之情让他们从路人成为了朋友。当张家港市的七名志愿者在演唱《在第六对相遇》时，在场的志愿

者们都被深深地触动了。百余位捐献者手拉着手走上台，在他们温暖又有力的歌声中，爱心和善举仍在延

续，他们的行动也将感染更多的适龄青年加入中华骨髓库，让髓缘之路在苏州越行越宽。

让髓缘续在苏州
——记苏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百例公益活动

苏州市红十字会·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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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掀开新的一页
江西分库·施小琴

造血干细胞科普宣传走进“公仆直播间”

天津分库

“报名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有年龄限制吗？”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报名捐

献造血干细胞有三个条件……”

这是天津分库的工作人员正在电

台直播节目中耐心地解答听众提出的

问题。 

8月25日，应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天津分

库吴军主任、杨莹莹副科长、捐献者海涛，首次做客新闻广播政府服务类金牌直播节目“公仆走进

直播间”。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通过电波就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意义、报名条件、捐献流程、捐

献感受、工作现状等向听众进行普及介绍，并一一答复听众热线、短信提出的咨询问题。

 近年来，天津分库不断加强与各区县、高校系统红十字会及企事业单位的沟通，在不定期组织

举办各类造血干细胞宣讲活动的同时，积极注重发挥媒体作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

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科普知识已经是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

作为为政府和群众搭建沟通交流桥梁的“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由市政府办公厅与天津人民

广播电台联合主办，于每周一至周五早晨8点半到9点半播出，收听范围覆盖天津、北京、河北等

地，收听率在天津广播电台百余档节目中高居前列。这次活动不仅增进天津分库与社会各界的理解

与交流，也有助于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这一公益事业，在全社会营造关爱他人、奉献爱心、拯救

生命的浓厚氛围。

8月19日至21日，江西省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议暨业务培训班在南昌顺利召开。

江西省红十字会新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参加会议并讲话。他站在高点，放眼全局，

对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了殷切希望。他深刻指出干细胞库建设已经成为促

进民间外交和人道外交的重要渠道、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推动江西绿色崛起的有益补充。他要

求，全省各级红十字会要充分认识抓好分库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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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分库·刘雅萍

8 月 3 0 日 清 晨 ， 以 “ 迎 青

运，一起登山一起环保”为主题

的2015年福建省全民健身环保登

山活动在福州鼓山举行，吸引万

名登山爱好者参加。福建省血液

中心献血者家园26人和福建省红

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

队的16名志愿者也参加了这次活

动，他们一路宣传无偿献血和造

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成为登山大

军中亮眼的一队。

登山活动于上午8时正式开

始，志愿者们在登山途中积极宣传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队伍中还有当天过66岁生日

的寿星林先生。“很高兴生日这天能参加公益活动，希望大家都积极加入到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

干细胞队伍中来，让更多人因为你我的付出，而获得新生。”林先生说。活动中，不少志愿者都

是一家老少齐上阵，家长从小就培养小朋友环保意识和互助互爱的理念。

他强调，要严格按照“三严三实”的标准要求，着力在“提高三种能力、搞好两种宣传、做好三种服

务”上下功夫。他希望，全省干细胞库工作者要找准工作定位，切实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围绕省红十字会“转职能、改作风；强素质、树形象；求创新、促发展”开展学习讨论，加强能力建

设，思考探索在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江西分库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江西“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

色崛起、实干兴赣”做出新贡献。

会议对2014年度江西分库优秀工作站进行了表彰。分库主任向会议报告了工作；省内资深血液病

专家就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医学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讲授；特邀心理学专家讲解了心理学知识

在供者服务中的运用；省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分别就供者服务和财务管理进行了业务培训。与会代

表还围绕如何按质按量完成入库任务，如何降低流失率和反悔率、提高有效库容和库容使用率2个议

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刘安娜参加会议并受周海涛会长的委托作总结讲话。此次会议

是江西分库历年来承办规格最高的会议。全省11个设区市红十字会的主要负责人全部参会，各省直管

县及理顺体制县红十字会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关同志，省血液中心HLA组织配型实验室及爱相髓志愿服

务队代表也按要求参加会议，全体代表近120人。会议的成功举办，吹响了进一步加强江西分库建设

的冲锋号，掀开了江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崭新一页！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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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分库志愿服务交流会在郑州召开

爱心点亮生命 真情温暖世界

河南分库·文梅英

陕西分库

8月8日的郑州骄阳似火，来自河南省各地的115位捐献者和河南分库的骨干志愿者欢聚一堂，交流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服务经验体会，进行第六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联谊活动。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国新，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何传军，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巡视员郭巧敏，以及省分库全体成员参加了

交流和联谊活动。

交流会上，河南分库主任张书环首先回顾了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发展历程，介绍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基本情况；其次捐献者和优秀志愿者代表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进行大会发言，畅谈了如何用爱心诠释“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如何用行动传递爱的接力棒，如何用善行感召更多善良的人们加入到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队伍中来，以救助更多患者生命，促进社会和谐。

赵国新常务副会长代表河南省红十字会，对捐献者和志愿者的到会表示热烈欢迎，对广大捐献者、志愿者，

以及各级红会工作人员在内的社会各界朋友为河南分库捐献工作辛勤的付出表示忠心的感谢。同时指出，河南分

库自2003年启动以来捐献人数屡创佳绩，在全国率先达到300例、400例、500例，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广大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力以赴投、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

开展志愿服务、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是骨髓库发展的基石，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志愿者的

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志愿者招募、捐献服务等环节都需要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广泛参与，2015年是河南省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年和品牌建设年，赵会长呼吁捐献者、志愿者与各级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积极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一命，无损健康”的科学常识，积极动员更多

爱心人士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行列，为造福血液病患者，推动河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助力

“四个河南”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月17日晚20：00，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直播间内，陕西分库第154例捐献者亚坤（化名）和陕西分库

副主任崔岚正通过陕广新闻FM101.8热线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

在主持人秋月简短的开场白后，崔岚副主任介绍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及捐献流程，从什么是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移植能治疗哪些类疾病讲到捐献造血干细胞与捐献骨髓的区别。

亚坤是陕西分库第154例捐献者，他介绍了自己捐献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亲身感受，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捐

献并不可怕，只要拿出一些勇气就能救人一命，从他身上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我

国，由于公众对相关知识了解不多，登记在资料库内的志愿者人数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人口基数大，

需要通过移植造血干细胞救命的人还很多。

通过这次电台热线交流，希望广大市民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有更多了解并欢迎大家踊跃加入中华骨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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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31日，45岁的恩施鹤峰县志愿者张先生，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顺利完成，成为我国

首位苗族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张先生在鹤峰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为人热情豪爽。几年前，他的一个同事患了白血

病，通过骨髓移植成功得救。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他，他和公司不少同事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他期

待着自己也能帮助别人。

2014年9月，张先生接到湖北分库的电话，被告知他与一名正在广州治疗的白血病女孩配型

成功。“人家有了难处，能拉一把就要拉一把，救人一命比什么都重要。”昨日，这个憨厚的汉

子道出朴实的心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将爱和希望传递下去，让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9月10日上午，郑州某医院介入血管科

的刘医生顺利完成捐献，为一名血液病患者

的新生带去希望。刘医生因此成为河南分库

第505位捐献者、也是河南分库第107位成功

捐献的医务人员。

今年32岁刘医生，于2006年在医学院读

书时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与患者初

配成功。刘医生在郑州一家医院介入血管科

工作，知道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并没有什

么影响，一旦捐献成功，就可以拯救一条生命，挽救一个家庭。作为一名医生，对于病人和

家人的痛苦，他也深有感触。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依然在最短时间内配合工作人员，完成一

系列捐献前的准备工作。 

9月10日，刘医生捐献期间，河南省红十字会郭巧敏副巡视员，郑州人民医院陈国勇副院

长前来看望慰问，并为他的爱心行为加油助威！

 图片新闻

最后，有文艺特长的捐献者和河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队的资深志愿者先后登台

进行了文艺汇演，在欢歌笑语声中结束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交流会暨第六届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联谊活动。

鹤峰汉子成全国首位苗族捐髓者
湖北分库·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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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捐献创河北分库历史单月新高
河北分库·宋丽娟

9月17日上午，石家庄90后小伙张先生在北京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韩国白血病患者。15日上午，

河北两名志愿者在石家庄同时捐献，分别救助上海某医院的两名白血病患者。河北本月有8名志愿者捐

献，创下历史单月新高。

·赵先生：捐献和献血差不多

40岁的赵先生是一名全科医生。今年5月，接到电话被告知于患者配型成功时，距他加入中华骨髓

库已过去三年了。放下电话赵医生就上网查找关于捐献的相关知识，连读初中的儿子也帮忙一起查。最

后父子俩达成共识———要捐！“老爸，这是好事啊，一定要捐，我支持你。”儿子说。

9月10日，赵医生来到石家庄，为捐献做最后的准备。“很顺利，我没有感到明显不舒服。”赵医

生说。15日上午，赵医生顺利完成捐献，成为河北分库第251例捐献者。

·护士长：期盼更多人成为志愿捐献者

36岁的儿科护士长郭女士，在捐献后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朵两生花，静静流淌的血液滋养着两

个人的生命，我为此感到幸运和自豪。

郭女士捐献前，恰逢医院派她到北京一家医院的儿科血液病房进行业务培训，每日接触大量等待配

型的白血病儿童，让她心疼。有的孩子等到了配型，移植造血干细胞后时间不长就恢复了健康，蹦蹦跳

跳地出院了。更多的孩子还在等待中，每天和病魔做着抗争，“一次我给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输液，要

扎针时，孩子跟我说，阿姨，你扎吧，我不哭也不动。看着他稚气的小脸，我心里特别难受。”这次培

训的经历，更坚定了郭女士捐髓的决心。“我是我们医院第二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次捐髓并不是我

一个人，同事、朋友、领导、家人都支持我捐献。”郭女士说。

·90后小伙：生命宝贵，捐髓无国界

石家庄栾城90后小伙小张，17日在北京为韩国一名白血病患者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2013年，小张在河北科技大学读大三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时他感慨

道，没想到自己的一个无意之举竟能挽救一条生命。他说，生命宝贵，捐髓没有国界，只要配型成功了

就义无反顾地捐献。此次捐髓，小张只告诉了姐姐，怕父母过分担心就没说，“等捐献后回家，父母看

到我没啥损伤也会理解我了”。

按照计划，9月河北分库将有8名志愿者进行捐献，这也是建库以来单月捐献最高记录。让我们向这

些心怀大爱，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们道一声：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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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娘——为捐献缩短假期

履行爱的承诺

北京分库·李涛

山西分库·左彤

2015年9月16日，我们见到了北京分库第225例捐献者——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小方。生活中的小方热情、

开朗，她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公益活动：贫困山区儿童助学、免费午餐、无偿献血，当然，还有12年前那次郑

重的承诺——加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4月，小方和一位小患者初配型成功。高分辨检测、全面体检，当一切准备就绪，患者却因病情变化无法

确定移植日期。面对这种情况，小方和新婚丈夫选择开启浪漫的蜜月之旅。然而就在异国旅行期间，小方接到了中

华骨髓库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患者目前病情稳定，择日将进行移植，为了不错过患者的最佳移植期，小方和善解

人意的丈夫提前结束了假期。

今天，小方一边捐献，一边给大家讲述着旅途中的见闻和异国风情时，她没有遗憾，没有抱怨，更多的则是

对生命的珍视和尊重。捐献当天，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吕仕杰前往医院慰问，感谢小方为首都红十字公益事业增

光添彩。

9月17日上午，34岁的晋中小伙儿小张在妻子的陪伴下，在山西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兑现了爱的承诺。成

为山西分库第117例捐献者。

这是小张第二次与患者配型成功，而他竟然是位晕血者。2007年，小张在晋中市榆次区参加无偿献血时，填

写了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扎上采血针后，一看到血就晕，血液几乎不往外流，最终没有完成无偿献血，只

采集了10毫升的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他的妻子是位干练贤惠的川妹子，她简洁地讲述这些的时候，正在进

行捐献的小张依旧因为紧张，闭目侧卧尽量不去看造血干细胞分离机。

继2013年首次与患者配型相合之后（由于患者原因未能移植），今年年初，小张又一次接到与患者配型相合

的电话。尽管小张晕血，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捐献意念，承诺一定要出力挽救患者。在妻子眼里小张是个顾家的好

男人，在捐献的一周时间内，三岁的女儿一直是年近九旬的太姥姥照看着，妻子尽管工作繁忙，仍挤出时间陪伴在

爱人身旁。

血融于情，小张最终克服困难，完成了捐献。为此山西省红十字会授予小张“山西省红十字会荣誉会员”称

号，表彰他参与公益、奉献爱心、拯救生命的高尚行为，并对他挽救白血病患者生命的爱心和善举表示感谢。“既

然填写了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就要履行自己的承诺。” 小张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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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对生命的献礼

徐州两名志愿者同天捐献

广东分库·刘亮

徐州市红十字会·张君贤

8月20日，在广州某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的27岁的“单身汉”小宋，度过了一个并不孤单的七夕节，在

他床前围绕着一群热心的志愿者。

小宋是江西人，如今在东莞打工。2013年献血时，看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资料，便加入了中华骨

髓库。在繁忙工作的这几年，小宋都坚持无偿献血。今年的6月底，他接到广东分库的电话被告知与患者配

型相合。

小宋说：“在为捐献做一系列准备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志愿者陪着我聊天，我很开心。”

小宋口中的志愿者们来自广东分库。他们对每一位捐献者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捐献当天，志愿者“陈老师”早早就来到病房陪伴小宋，志愿者“娟姐”还为小宋带了应节的红玫瑰和

巧克力，并特制了“七夕爱心饮料”——蜂蜜黄皮水。“他会挑日子捐献啊，刚好碰上七夕，”娟姐打趣地

说：“最近天气那么热，蜂蜜黄皮水够滋润清热嘛，这黄皮还是另一位志愿者家里种的呢！”

两位志愿者同是睢宁人，同期加入中华骨髓库，同期与两名患者配型相合。8月31日，两人同一天在徐

州完成捐献。

·善意回避，父母迟早会理解

小程今年25岁，出生在睢宁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一米八三的个头，非常帅气，平时乐于助人，还是一名

无偿献血志愿者。得知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时，小程既感到意外又兴奋，当即表示同意捐献。但

在询问其家人对他捐献的态度时，小程迟疑了一下：“爱人挺支持，父母务农，没啥文化，年龄大一些，接

受新事物慢。我怕他们不明白咋回事，影响捐献，所以我想等捐献后再告诉他们。”

    捐献当天，小程的母亲还是得到消息来到医院陪护儿子。老人称，以前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会对人的

身体有所损伤。但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彻底放心了，这也让小程放宽了心。

·救人要紧，为捐献甘愿戒酒

今年31岁的朱先生，是从事客运的个体老板。2012年加入中华骨髓库。热心公益事业的他，曾多次参

与无偿献血，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后，当即表态同意，但在体检环节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转氨酶异常。朱

先生得知后十分忧虑，“那怎么办?我怎么做才能捐献？”

    朱先生因为生意，平时应酬较多，长期饮酒或许是转氨酶异常的主要原因。为能帮助患者，朱先生表

示：“我积极配合，保持清淡饮食、戒酒、作息规律，同时积极锻炼，争取短期内指标有明显转变。”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周后的第二次复查，不合格指标明显降低；再经过半个月进行第三次复查，体检

符合捐献标准。“太好了，我随时可以捐献。”朱先生说。 

31日上午，小程与朱先生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徐州市2015年第二、三例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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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夕，小宋觉得很有意义，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是给患者的一份礼物，更开心的是自

己还能认识到一群热心的志愿者朋友们。

7月27日上午，来自青岛的小王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他创造了一个记录：国内首例非血缘关

系一次配型成功两人。被救助的是上海一对不满三岁的亲兄弟，他们先后患上血液病。“同时与

两人配型成功率极为罕见！”经过高分辨配型确认，小王与上海患儿兄弟俩全位点相合。这对于

非血缘关系来说，同时与两人配型成功且全位点完全相合，概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

30岁的小王是青岛一家多媒体公司的职员，带着黑框眼镜，躺在床上的他看起来特别像一个

文艺青年。

2014年6月29日，小王观看了一场纪念黄家驹的演唱会，“演唱会发起了一个关注白血病患

者、为白血病患者捐款的公益活动，我比较关心。当时一楼有个采血点，就这么听着be-yond的

歌，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没想到不满一年，小王就接到了山东分库的电话， “当时没有犹豫，一口就答应下来捐

献。”“我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后来到医院体检，一切都正常。”小王说。

注射动员剂时小王说：“我不太紧张，之前就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造血干细胞

可以再生，生命不可再生，得知别人有难而只有自己能救，无论是哪个普通人都会这么做。”

起初，小王的父母听说捐献的事，坚决不同意。“父母比较担心，因为我13岁的时候，脑部

受过伤，做了开颅手术，他们特别担心我。可我告诉他们，这真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还能一次

救俩人，他们这才点了头。”

小王说，beyond乐队歌曲传递的就是大爱精神。“你听过《真的爱你》吗？这首歌写的就是

母爱，我从10岁的时候就听他们的歌，一直想通过一种方式向社会奉献爱心……”

听着beyond的歌 再创生命的奇迹
山东分库·卢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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