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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2日上午，首届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在韩国首尔开幕，中韩两国总理李克强和

黄教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在论坛开幕前，两国总理会见青年代表，其中中国4位优秀青年代表

有幸接受会见并交流。他们是世界冠军、游泳运动员宁泽涛；世界冠军、围棋高手常昊；第一

位韩国出道的中国艺人、著名歌手韩庚；更有一位韩国人熟悉、亲切、敬佩的小伙：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张宝！ 

为加强中韩两国青年交流，从2015年起，5年内两国每年定期举行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

双方分别委派100名青年精英互访。此次中国青年精英代表团一行百人前往韩国，进行为期5天

的友好访问。代表团成员由全国各地各界优秀青年代表组成。红十字志愿者张宝因不顾自己不

幸遭遇义无反顾为韩国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时荣获全国道德模范奖而入选。在与李克强总

理交流时，张宝兴奋又自豪地告诉总理，他来自安徽，是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向总理介绍了

自己的基本情况后，总理关心地询问了张宝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勉励张宝等青年代表为中韩友

谊作出积极的贡献。

红十字志愿者张宝出席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
安徽分库·杨皖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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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
优秀课件遴选结果的揭晓

捐献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优秀课件评选活动自7月份启动以来，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同时得到了

各分库的大力支持，共征集到各类课件近70项。经过评审委员会的现场评审，共遴选出优秀课件18项，其

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0项。另有10个分库组织得力，获得优秀组织奖。其中：

一等奖（2项）

1.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讲座》 上海市 冯琳

2. 《造血干细胞捐献那些事儿》 北京市 徐亮

二等奖（6项）

1. 《造血干细胞捐献及移植》 广东省广州市 梁力

2. 《大爱髓缘》 山东省青岛市 田健

3. 《生命如何延续》 北京市 奥尤塔

4. 《加入中华骨髓库 再造生命的奇迹》 天津市 高宁

5. 《加入中华骨髓库 为挽救生命做好准备》广西柳州市 邓常萍

6. 《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 山东分库

三等奖（10项）

1. 《捐献少量可再生的造血干细胞即能救人一命》广东省韶关市 李慧文

2. 《造血干细胞捐献期待您的参与》 贵州省 邓慧

3.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基本知识》江苏省南京市 刘文华 柯佳

4. 《让生命在爱中延续》 广西南宁市 黄腾发

5.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基础知识》宁夏分库 杨俊 李茹

6. 《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山西省晋城市工作站

7. 《但愿你更懂我——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介绍》湖北分库 陈慧

8. 《河南省分库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志愿者迎新会》河南分库 文梅英

9. 《让生命在另一个身体中绽放》天津市 张旭彤 郭文通

10.《感恩我生命的沃土》 山东分库

优秀组织奖（10个）：

省级分库：北京、天津、山西、江苏、河南、山东、广东、广西、贵州、宁夏。

希望获奖的分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进步，为解除病患疾

苦，促进社会和谐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O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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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由共青团上海市委

员会和上海市红十字会主办，共青

团闸北区委员会和闸北区红十字会

承办的“大爱无疆 爱心永续”——

2015年上海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行动在海上文化中心举行。团

市委副书记刘伟、市红十字会副会

长李江英、闸北区副区长鲍英菁与

400余名青年志愿者共同参与了本

次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主办方播放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宣传片和志愿者行动展

示片；金融学院的青年学生为大家带来了《爱的“髓”缘》主题话剧，真实再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心路历

程和感人故事，展现了当代青年投身公益、乐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上海电视台知名节目主持人臧熹现场访谈上

海道培医院院长、造血干细胞移植知名专家谢毅教授及上海第93例、第316例捐献者，真实展现了造血干细胞

捐献过程和捐献者的心路历程,通过现场微信互动的方式就青年关心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解

答。同时，主办方开展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案例、摄影作品以及活动视频的征集活动，各区县、高校积极参

与，提交工作案例50篇、摄影作品301幅、视频（动画）作品31件，主办方对其中的优秀作品进行了表彰。

活动后，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纷纷表示愿意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共有近百人通过微信、现场

报名的方式，现场完成了口腔样本的采集入库，并郑重承诺将来若有幸与需要救治的病患配型成功，将义无反

顾地捐献造血干细胞。

上海分库自1992年启动工作以来，已经累计成功招募入库志愿者14.3万人，实现捐献337例，其中涉外

捐献13例，青年志愿者入库人数和捐献人数占80%以上，为血液病患者带去了生命的希望。从2001年起，上

海市红十字会联合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每年开展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动，在适龄青年中开展宣传招募

活动，并建立联合表彰机制，对于成功捐献的志愿者，授予“五四青年奖章”和“上海市优秀青年志愿者”称

号，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心和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共同为需要帮助的病患伸出大爱之手，为生

命书写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上海分库

大爱无疆 爱心永续
——2015年上海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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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10月23日，海南分库共招募志

愿捐献者2685名，顺利完成了2015年志

愿捐献者招募工作。

2015年9月底，经过工作人员的共

同努力，海南分库已完成志愿捐献者招

募1100人份，但距离全年2000人份的目

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9月23-24日，海南省红十字会举办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培训会，全省各市

县红十字会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

海南分库积极完成招募工作
海南分库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全国第一届

青年运动会在榕城福州召开之际，福建分

库联合省血液中心、农林大学校红十字会

在校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意义非凡的

“助力青运 热血沸腾”无偿献血暨造血

干细胞志愿者招募活动。10月25、26两

日，校红十字会、相关协办学院红十字会

和校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2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

为更好地动员在校师生参与无偿献

血和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早在本月

16日，福建分库已在农林大学举办专场造

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讲座。通过介绍中

华骨髓库及福建分库基本情况，普及血液

病的知识，讲述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过程及意义，探讨高校造血干细胞捐献问题与对策。现场设置互动答疑环

节，发放宣传折页和宣传品200多份。校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专门设立了“捐献造血干细胞报名点”，通过向

过往师生发放宣传品、讲解捐献知识、流程和注意事项，积极指导报名者填写表格。

此次活动共有500多人参与献血，累计献血量150000多毫升，有62人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学生志愿者

们纷纷表示，举办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看到这么多学生都踊跃地奉献爱心、帮助他人，让大家感受到当代

青年人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他们的爱心像秋天里的阳光，温暖而美好。

福建分库·王丽鹏

助力青运 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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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通过学习交流，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夯实了基础。

国庆长假后，海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瑾就召集业务处室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进行

工作部署，要求抓紧时间、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宣传带动工作，更好的完成今年的志愿捐献者招募

工作。

10月9日至23日，工作人员发扬“5+2”、“白加黑”的连续作战精神，利用周末和晚上的休息时

间，在各高校巡回开展“汇聚青春力量 点燃生命希望”为主题的造血干细胞知识分享、动员招募等活

动。同时与省血液中心共同开展“为生命加油 为青春点赞”等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宣传及动员招募活

动。海南分库只有3名专职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完成工作，从常务副会长到其他业务同志都积极协助开

展活动，许多同事在活动结束回到家都已是深夜，充分体现了团结协作、无怨无悔的团队精神。

一生一世 相约髓缘
河北分库·宋丽娟

“一生一世的相约髓缘，一心

一意的爱心奉献。我能兑现4年前的

生命承诺，燃起对方的生命之光，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来

自邯郸鸡泽县的张老师在完成捐献

后高兴地说道。

今年35周岁的张老师，曾在县

重点中学任教10余年。2011年，他

在邯郸红会和县红会联合学校组织

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中留取

血样，成为一名志愿捐献者。

今年4月，张老师正在北京陪

护重病住院的母亲时，突然接到河北分库告知他与患者初配成功电话，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回家后他翻出2012年在红会借调工作期间，邯郸市红会工作人员张静到县做造血干细胞知识讲座的笔

记，向全家人做介绍，消除家人的疑虑，得到家人的支持。

“我知道对方的体重比我重很多，没关系，为了患者我会尽全力捐献。”11月11日，在石家庄某

医院，经过近5个小时的努力，张老师成功完成生命接力！他是所在县第4位捐献者，同时也成为了河北

分库首例在红十字会工作过的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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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事假也要完成捐献

11月2日上午，85后小伙子小谭在医院捐献了20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救助一名十七岁的血

液病少年奉献了爱心。

·只有我的手可以伸进去救人

当天上午，采集室的小谭一脸轻松，个性爽朗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时不时笑出声。一个月

前，他在接到工作人员电话时还在厂里工作，“怕是骗人的我还特意去网上搜了相关资料。”回想起这

一举动，小谭吐了吐舌头，略显羞涩。

”得知我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家人就自动站为两队。”小谭说，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家人对捐

助还是颇有担心，“有的并不是很赞同我捐赠，但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

10月29日，小谭来医院打了动员剂之后，全身开始酸疼。当记者问及他睡眠如何时，小谭带着笑回

答：“睡眠好着呢，还做梦呢!”在小谭看来，能够配型成功并救助别人 ，于他来说是一种幸运，“就好

比有人要跌落深渊，大家都想伸手救援，而只有我的手可以伸进去，那我当然义无反顾的伸出援手。”

·就算下岗也要完成捐赠

1988年出生的小谭是湖南某大型钢铁公司一线的炼钢工人，在来长沙捐赠之前，小谭的捐赠之路还

经历一次小风波。10月28日上午，小谭给分库何主任打来电话，“主任 ，我有点担心，公司不给我批

假。怎么办?”何主任马上安慰他并详细地了解情况。原来，小谭所在的企业正在做效益管理，公司的

请假制度非常严格，捐献批不到公休假，21天的事假还会被扣42分，年末的评级就会成D级，来年就有

被开除可能。为了尽可能圆满的解决好矛盾，湖南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第二天一早赶往湘潭，一是亲

自为小谭协调请假事宜，二是接小谭入院。庆幸的是，小谭单位的领导在得知具体情况过后做出保证，

“这21天事假不会影响评级。”得知此消息的小谭立即写好了假条，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长沙。

“曾想过就算可能下岗，我也会选择完成捐赠。如今很感谢红会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单位领导的支

持”小谭还说：“既然当初答应了捐赠，就一定会走到最后，兑现承诺。”

湖南分库·罗旭斌

为挽救白血病患者，11月4日，年仅19岁的鄂州女孩小琪在武汉市某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目前湖

北分库年龄最小的捐献者。

19岁的小琪是家中大女儿，如今在山东的大学读心理学应用专业。去年刚满18岁的她就跟着母亲一起参加

了无偿献血，并加入中华骨髓库，她说：“也许一个小小的善举，就能给别人带来希望。”

为了让家人安心，此次捐献她选择了对家人“先斩后奏”，“捐完了再告诉他们吧，相信他们会理解的。”

捐献完成后，小琪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张受捐者的全家福照片和一封感谢信——是受捐者托工作人员送

来的。信中，受捐者的女儿深情写道:“谢谢姐姐为我父亲捐献造血干细胞……等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做个有

爱心的人。”

19岁女大学生刷新湖北分库捐献者年龄最低记录

湖北分库·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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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留守儿童到救人英雄
安徽分库·陈玉琴

10月29日上午，安徽一家医院的采集室里，刚刚完成捐献的大三学生晃晃（化名）终于露出了

轻松的笑容，这位憨厚腼腆的小伙用他那份带着生命温度的爱为小患者送去希望。 

晃晃上小学时，父母便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只回家一次。他和妹妹一直跟随年近八旬的爷爷奶

奶生活。没有父母在身边，懂事的晃晃不仅主动照顾妹妹，还帮助爷爷奶奶干农活干家务，尽力减

轻老人的负担。学习十分刻苦的他，成绩一直班里名列前茅，每年父母打工归来，晃晃总是骄傲地

捧上一堆奖状，看到父母露出欣慰的笑容，是他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2013年，晃晃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大学。在校期间，他仍保持质朴的本色，认真学习。担当辅

导员助理，被选为学习委员、优秀班干部等，还多次获得奖学金。课余时间坚持勤工俭学，减轻家

里负担。大学期间爷爷生病，晃晃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总是默默的请假照料爷爷，回校后再补上功

课。辅导员提到他总是赞不绝口：“教给他的事，不用操心，都能实在认真地办好！”

2014年3月，晃晃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能救助血液病患者，他便毫

不犹豫地加入中华骨髓库。之后，还上网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对捐献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更加坚定了捐献的决心。

2014年底接到通知，晃晃与一位患者初配成功，2015年1月，因患者状况不稳定，在他体检

后接到被中止的消息。今年8月，晃晃再次接到捐献通知，直到10月底捐献时间确定后，他才放下

心来。

晃晃的父母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并不了解，起初十分担心和不理解。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晃晃

一次次与父母沟通，善良的父母答应了。他们知道，懂事的儿子坚定要做的事一定是值得去做的。

之后，晃晃一边努力学习，一边锻炼身体，想以最佳的状态捐献最好的“生命种子”。29日采

集结束，看到自己那份“生命的种子”被小心翼翼地装进那个充满希望和爱意的“宝盒”里，他淡

淡地笑了：“我又多了一个小妹妹，祝福她尽快康复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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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上午，太原市副市长、市

文明委副主任、市红十字会会长王爱

琴，看望并慰问了太原市第50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关先生。太原市红十字会志

愿者向捐献者献花，感谢他的大爱善

举。王爱琴会长向关先生颁发了由太原

市精神文明委员会授予的“太原市优秀

志愿者”证书和“太原市红十字会荣誉

会员”证书。

关先生在10月29日完成捐献时说：

“能与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很难得，救

人的事情就要义无反顾地做到底。我无

偿献血十几次，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更直接地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人生中也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希望患者早日康复！”

省城各大主流媒体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报道，王爱琴副市长、会长了解此事后，就一直

想看看这位年轻勇敢的小伙子。王爱琴对关先生的爱心善举表示感谢，对他的乐于助人的精神表示

肯定，希望更多的人以他为榜样，了解、参与、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这项公益事业中来，为全市

的公益事业奉献更多的爱心，同时也为提升太原市的文明程度展现更多的亮点。

 图片新闻

河南年轻军医捐献造血干细胞
河南分库·文梅英

山西分库·张柳 左彤

10月27日，28岁的军医徐医生经过4个小时，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河南第508例、全国第

524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徐医生是现役军人，现为医院临床心理医生，是该医院第3位捐献者。于2012年加入中华骨髓库的

他，今年7月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通过高分辨和体检，完全符合捐献条件。

捐献过程中，徐医生妻子时不时会拍一些丈夫的照片发至微信朋友圈，并配上简短的文字说明。此

前，她身边已有朋友捐献过造血干细胞，这次丈夫可以配型成功，夫妻二人都觉得非常幸运，“希望大家

对捐献有更多的了解，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这是一件传递正能量的事，不必有任何担忧。”

捐献结束后，徐医生看着妻子手上的捐献者“荣誉证书”，十分激动，他说:“这是我所有证书中意义

最重大的一个，今后给孩子、家人讲起这件事，我会感到很光荣。”他还说：“生命的可贵每个人都感受

的到，病魔虽然无情，但我们要坚信人间有情。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完成捐献是兑现承诺，值得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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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期间，河南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何传军来到医院看望，并为徐医生送上鲜花表示感

谢。何会长说：“远隔千山万水，素昧平生的帮助，更伟大。”

挡不住的救人脚步
江苏分库

 小蓉，今年32岁，曾是扬州新闻战线的一名工作人员。2008年开始参加无偿献血，2011年报名成为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然而说起她的捐献路，真可谓一波三折。

2014年9月，小蓉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得知消息后，她很高兴，但体检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

不符合捐献要求。虽然她在终止妊娠后一再表示仍想捐献，但患者的时间紧急，她自身又需要时间休养，只

好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没想到2015年6月，又一患者与她配型全相合。在一年内两次与两个不同的人配型成功，真的是太神奇

了！小蓉坚持自己救人的意愿，然而作为家中独女，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小蓉没有直接将捐献的事情告诉老

人，而是经常给父母讲一些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事迹，让老人们逐渐地了解接受。

当医院制定了捐献时间，工作人员却在联系过程中得知，小蓉的父亲不幸在10月初因心梗突然离世，

作为独女的她既要面对丧父的伤痛，还要安慰母亲。此时对于母亲能否接受自己捐献的事情，心里没了把

握。然而，亲人的突然离世，让小蓉母亲更加意识到生命无常，救人一命是奉献爱心的举动，当女儿告诉妈

妈自己要去捐献时，老人同意了。 

按照当地风俗，家中的一些丧事还需要小蓉亲自料理。注射动员剂期间小蓉往返奔波扬州与南京之间，

虽然过程中忙忙碌碌，但捐献救人始终是她最大心愿。10月27日上午，小蓉在医院完成捐献，我们为她义

无反顾的精神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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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

子好事。蒋先生当兵复员后，十几年来坚持无

偿献血。在2013年5月的一次献血中，他得知

捐献干细胞可以挽救白血病人，就向采血护士

表达自己心愿，留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2014年1月，湖北分库工作人员告知蒋先

生他与患者初配相合，蒋先生很快回复愿意捐

献。然而因种种原因，此次捐献未能实现。十

个月后，蒋先生再一次接到与患者配型相合的

信息时，正要到海南打工的他依旧没有丝毫犹

豫，及时和分库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安排捐献

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并真诚允诺只要患者需

要，他会尽快回来完成捐献，然而半年后，因患者原因，治疗终止了。

今年6月，分库工作人员第三次看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名字，细心核对资料后，确认又是蒋先生！电话

中工作人员询问他的捐献意愿有没有改变，蒋先生立马回答：“是真的吗？我愿意捐献！”

捐献时间定在10月26号，他坚守信念，放下自己繁忙工作来武汉实现愿望。这下全家人都知道了，爸

爸妈妈，岳父岳母都不太赞成，几番与家人积极沟通后，他对老婆说：“我需要你的支持！”，得到爱人

理解之后，蒋先生独自坐上了从随州到武汉的火车，当天下午打了捐献前第一针动员剂，并在30号完成了

捐献，给患者送去生命种子。

在与蒋先生沟通时，我们对他一直以来为捐献义无反顾的精神非常赞赏，他却说：“挽救生命是我们

公民的社会责任”，多么朴实和令人感动的话语。一次捐献可以挽回一条生命，一份爱心可以拯救一个家

庭。蒋先生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带给患者新的希望，我们为您点赞。

十月深秋，青海分库可喜地产生了两位同月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他们分别是青海大学学生小成

和90后面馆小老板阿川。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在爱心起点相遇。10月26日下午青海省红十字会为这

两位可敬可爱的志愿者召开了迎送会，两人刚一见面就有聊不完的话题，话语间渗透的都是他们对患者的

关心。

小成于10月15日在北京顺利捐献，挽救了一位年仅7岁的白血病小姑娘。捐献前期，小成正在紧张备

考2016年研究生考试。时间就是机会，拿小成自己的话说，就连去食堂吃饭都是跑着去的。往返北京捐献

挽救生命是我的社会责任

殷殷热血 爱心传递

贵州分库

青海分库·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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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云南分库迎来了自分库成立至今的首次三名志愿捐献者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好事。2015

年10月26日上午，三人在不同的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完成了共同的爱心之举——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

者送去延续生命的火种，挽救生命。

同为90后的两位“小杨”同学就读于大理同一所大学。得知自己与患者配型相合的通知后，两位同学

都非常高兴，并表示“只要有需要，自己义无反顾进行捐献。两人积极配合云南分库的工作，在经过高分辨

检测、体检等工作后顺利捐献。大理州红十字会对两位同学的捐献也十分重视，全程派工作人员进行陪同，

大理州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也在捐献当天看望了两位同学并陪护了捐献过程。

同日捐献的另一位捐献者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她平时就热心公益事业，多年来坚持参加无偿献

血。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后，就决定捐献，她说：“对于捐献，我很坚定，这是很普通的

事，是每一个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该做的。”

捐献结束后，三位志愿者同时向社会呼吁：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身体健康，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积极加入到队伍中，为更多的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

三例齐捐 大爱无边
云南分库·阳松

需要一周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他来说尤为珍贵。但学医的他深知，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患者是经不起

等待的，所以他没有半点迟疑，表示要尽快赶到北京完成捐献。事后他说：“虽然我从没见过这个妹妹，

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这种感觉是微妙的、神奇的，我们从此就是亲人。”

迎送会上即将接过爱心火炬的是又一位满腹爱心的小伙子阿川。2014年阿川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时隔

一年便和患者配型成功，命运使他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会上小成也再三叮

嘱阿川每天适量运动、注意饮食与作息，保持身体最佳的状态。

阿川的面馆地处繁华街道，去北京捐献期间生意只有妻子独自支撑。善良的妻子非常支持丈夫的决

定，说一切没问题，她自己能行，让丈夫安心捐献。

青海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马常德参加迎送会，他说：“大美青海必有大美之人，两位志愿

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红十字精神的精髓，他们以挽救患者生命为己任，表现出了勇敢、自信和义无

反顾的大爱之情，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年崇高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充分体现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救

死扶伤、诚实守信、无私奉献、拯救生命的高贵品质，充分体现了高原青年大爱无疆、互助友爱的精神风

貌，他们的爱心善举弘扬了正能量，引领了新风尚。”同时号召红十字志愿者们积极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队伍中来。

一位是成功捐献归来的救人英雄，一位是即将实现捐献的爱心人士，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高原青

年大爱无疆、互助友爱的爱心善举，更看到了志愿者弘扬红十字精神，践行七项基本原则的精神风貌，这

是一种爱心的承接、正能量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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