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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工作人员与捐献者小姜（右）合影

上饶市红十字会

2月23日，在北京某医院，上饶市完成了首例涉外造血干细胞捐献，捐献者小姜的造血干

细胞已移交给比利时骨髓库，用于延续一位异国患者的生命。

小姜是江西省鄱阳县人，现就读于上饶师范学院。2014年小姜成为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今年1月份，得知自己与一名比利时患者配型成功的消息后，她便与市、区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一起为家人普及捐献知识，同时积极配合高分辨配型及体检。在捐献日期确定后，为让

家人进一步消除顾虑与担心，小姜再次配合工作人员一同为家人做思想工作，最终使家人放心

地支持她前去捐献。

2月17日，在市、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小姜赴京为捐献做前期准备。在连续四天注射动

员剂后，小姜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截至目前，上饶市共有3792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

髓库。小姜是全市的第4例捐献者，也是首例涉外捐献者。

爱让生命延续
——上饶市首例涉外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成功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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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荣获“感动厦门十大人物”

福建分库

2月2日，2015年“感动厦门十大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两次捐献（既捐献

造血干细胞又捐献淋巴细胞）救助同一患者的大学生李溢新荣获“感动厦门十大人物”，他也是本场颁

奖典礼上最年轻、总分最高的一位。

“为了素不相识的患者，他两度相助，让自己鲜红的血液成为灌溉他人生命之花的玉露琼浆。大爱

无言，他用人性最为朴素的恻隐之心，延续了另一个生命的脉动；用青年的一腔热血，写就了耀眼的人

间大爱。瘦弱的他用行动告诉世界，热血锻造的青春，是首多么壮丽的诗篇。”这是颁奖典礼上李溢新

的颁奖词， 

今年22岁的李溢新来自莆田，是一名普通大四学生，2015年5月，他曾为一名血液病患者捐献了造

血干细胞，几个月后患者的病情复发，需要淋巴细胞来巩固自身造血干细胞的功能，所以患者再次向李

溢新求救，虽然当时面临毕业的压力，但他依然坚再次为患者捐献。他说：“既然我一开始就选择了帮

助他，那么就要把他救好。”再次

捐献他没有告诉父母、学校的辅导

员和舍友，“我不告诉他们不是怕

他们反对，而是怕他们担心。”简

单的一句话，却透出小李内心对家

人和朋友的爱，同时更让人敬佩他

强烈的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李溢新平时就热爱运动，捐

献后的他和以前一样，经常和学校

的同学打篮球。对于造血干细胞的

捐献工作，厦门市红十字会一直非

常的支持，在征得捐献者同意的情

况下，工作人员联系厦门日报、海

西晨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

道，这大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认知，也消除了人们

对捐献的片面理解。

正如厦门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俞娟说的：“如果社会上

有更多人能够像小李同学那样了解

这方面的知识，并乐意献出大爱，

那么将会有更多患者获得生的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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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当起“宣传大使”
安徽分库·陈玉琴

大年初四，安徽淮南龙湖路地下商业街异常的热闹，此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久的90

后小伙小柯带着同伴来到献血屋留存血样，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帮朋友实现了

特别的新年愿望。

这已是小柯第二次带同事来报名了。2015年末，小柯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位年

轻妈妈的生命，让这个90后的帅小伙深深感到捐献的意义非凡。捐献当天他便向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提出要加入红十字志愿者，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次日，便带着好朋友来报名加入中

华骨髓库。

此后小柯就当起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和献血的“宣传大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身边亲

朋好友宣传，动员更多人奉献爱心，挽救生命。平日在“朋友圈”里拥有极高人气的他也不

忘时常宣传和倡导，这不仅让同事朋友都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和献血知识，还不断有人向

他打听如何报名加入志愿捐献者队伍。小柯于是热心地当起了“全程陪导”，一旦有朋友有

意原，他便利用休息日从几十公里外的矿上赶过来陪朋友去留存血样。春节期间朋友相聚，

小柯也不忘宣传，趁着春节放假，他又带着同事来到献血屋献血留样。

小柯虽出身在一个普通矿工家庭，善良热心的父母言传身教让这个90后的小伙多年来一

直乐于助人，父亲献血，他也一直坚持献血。春节期间得知淮南市红十字会开展博爱送万家

活动，还在外地的他便报了名。他说，今后还要带着妈妈一起参加志愿服务，要带动身边更

多的人加入红十字大家庭，大家一起做好事。

03

此次获得2015年“感动厦门十大人物”，是社会各界对李溢新无私奉献的高度认可，为

小李点赞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他的事迹能够传递更多的正能量，让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红

十字会这个大家庭，为更多的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每一个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都只为能够拯

救更多的生命，“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让我们共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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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队被评为“2015年度镇江市优秀志愿服务团队”荣誉称号，捐献者戚熙娟被评为

“2015年度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镇江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自2010年成立以来，每年能积极走进社区、机

关、学校、企业、街头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的宣传。他们中有的志愿者亲自制作PPT走进

高校开展宣讲、有的志愿者带着宣传册走进大型活动现场开展宣传，有的用自己捐献的亲身经

历与志愿者面对面交流捐献的过程，鼓励更多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行列。2015年团队在戚熙

娟、张晓春带领下组织活动达13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推动“强富美高”新镇江建设作出

了积极贡献。

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及服务队被市文明办表彰
镇江市红十字会·贾建芬

广东分库

让爱的正能量传递

1月29日上午，广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文昌一行在揭阳市政府副市长、

市红十字会会长林丽娇等陪同下，到揭阳普宁开展博爱送温暖活动，看望慰问普宁池尾街道党

工委书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陈喜鸿及当地老党员。

陈喜鸿是全国第5290、广东第392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今年49岁，是广东省年龄最大的

捐献者，也是广东省街道党工委书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第一人。他于2009年9月报名加入中华

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15年7月，陈喜鸿被告知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

相合，他欣然同意捐献，并积极为捐献做准备。经过高分辨配型、体检等程序，陈喜鸿于2015

年11月在家人的陪同下完成捐献，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座谈会上，陈喜鸿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和感悟，他表示：自己一点点的付出能换回一条

生命、拯救一个家庭，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在今后的日子里他要成为一名志愿者，以自

己的亲身经历去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这项造福患者、造福家庭、造

福社会的公益事业中。陈文昌常务副会长高度评价了陈喜鸿的义举，希望通过他的事迹激励更

多的人加入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志愿捐献行列，为更多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命的希

望，让爱的正能量传递蔓延。

目前，在陈喜鸿书记的带动下，池尾街道已有很多年轻干部采集血样，报名加入了中华骨

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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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正当全国各地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庆祝元宵的时刻，浙江衢州一名被网友爱称为

“包子哥”的小吃店老板，为江苏省一名22个月大的血液病患儿送去了他的特殊礼物——“生

命的种子”造血干细胞。

这位“包子哥”，今年48岁，在衢州市区钟楼底经营一家小吃店，主要卖鲜肉包。因勇于

捐献，挽救病患者的生命，被广大网民称为“草根英雄”。

5年前，“包子哥”通过媒体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他人生命，便在一次无偿献

血时，主动填写报名表，留存血液样本，成为一名志愿捐献者。

1月29日晚，由徐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爱满彭城”徐州市第九届慈善晚会在新城区会议

中心举行。同时，揭晓徐州市第三届“徐州慈善奖”。由徐州市红十字会推荐的耿森等51名志

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群体，荣获“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

本次评选表彰的对象为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徐州市和各县（市）区积极参与

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品牌慈善

救助项目；长期从事慈善工作并作出突出成绩的专业慈善工作者。

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的评选标准：在志愿服务、抗灾救灾、扶老、助残、扶贫济困等慈

善领域内做出突出贡献，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个人。

徐州市自2002年开始实施捐献造血干细胞项目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有力倡导下，广

大志愿者热情支持，社会各界热情关注，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取得长足进步。1.2万余名志愿

者加入中华骨髓库，成功捐献53例，有效地挽救和延续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捐献者们来自不

同的行业，有公务员、警察、医生、教师、军人、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下岗工人等等，创下

了多个第一：耿森是中华骨髓库江苏分库建立以来首位捐献者，也是徐州市捐献第一人；葛义

强是江苏分库向欧洲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周亮亮是江苏分库向新加坡患捐献造血干细胞第

一人；谭晓洁是中华骨髓库首位骨髓血捐献者，也是江苏分库首例涉外骨髓血捐献者；况开义

是徐州市向美国捐献第一人。

51名捐献者群体
荣获“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

元宵节送出的特殊礼物
浙江分库·阮维修

徐州市红十字会·张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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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当天，太原的高先生在山西某医院捐出了造血干细胞，为一名在京治疗的白血病

患者送去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今年33岁的高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2014年初加入中华骨髓库。2015年11月26日，他

得知自己的血样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当工作人员联系到他时，他欣然同意捐献。今

年1月，小高进行了高分辨配型和进一步的体检，完全符合捐献条件。

经过近一周的准备，2月22日一早，高先生开始捐献。期间他看到患者亲笔写的感谢

信：“谢谢你，让我还有时间赡养我的父母；谢谢你，让我还有时间陪伴我的孩子；谢谢

你，让我还有时间陪伴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谢谢你，让我还有时间完成未实现的梦想……

山西分库·左彤

新春祝福：“兄弟赶紧好起来！”

2015年9月，“包子哥”被告之他的血样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他没有丝毫犹

豫，当时就答应同意捐献。经过5个月的准备后，“包子哥”完成顺利捐献。

捐献结束时，他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就像献血，不可怕。”他希望通过自己捐献经历

让更多人了解到捐献的真实过程，使人们更加科学地对待造血干细胞捐献，能有更多的爱心

人士参与到捐献的行列中来，为病危患者点燃生命之光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次捐献过程中，读初二的儿子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我支持爸爸，爸爸是个英

雄！”儿子说，他对于父亲的行为很支持，也很骄傲，要向父亲学习，长大后也要加入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

“包子哥”的行为也深深地

影响了他身边的人，他的妻子是

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店里的员

工们也表示： “我们都感到很

光荣。这是好事，我们也要加入

志愿者的队伍中，以后可以帮助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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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你却用大爱让我看到了希望。”读着这封感人至深的信，高先生眼睛湿

润。他请医生带句话：“兄弟赶紧好起来，也不枉费我的一番辛苦！” 

十四年的等待

2016年2月1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北方俗称的“小年”。当人们开始忙于回家团圆时，河

北小伙小李却暂别妻儿，在医院为一位素不相识的台湾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用自己的爱心善举送

上了最美的新年礼物。他也由此成为天津分库2016年的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天津市第2位对台

湾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

早在十四年前，2002年还

在河北读大学的小李，在学校的

活 动 中 报 名 加 入 中 华 骨 髓 库 。

2015年随着京津冀协同推进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的开展，已经在

津就职的小李，志愿捐献者资料

也由河北转至天津，由天津分库

负责其再动员、高分辨检测、体

格检查及采集工作。当小李得知

自己与一名台湾患者配型成功的

天津分库·马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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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来自邢台沙河市的小

超，在河北某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为一名2岁小患者送去生的希望。

至此，他成为河北分库首例通过口腔

拭子留样的捐献者。

口腔拭子留样是通过人体口腔粘

膜拭子采集口腔粘膜脱落细胞，是目

前国际上先进的一种简单、快速、无

创性获取捐献者DNA的方法。为积极

探索国际先进的入库采样方式，简化

志愿者招募程序，2010年3月至6月，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开展“口腔粘膜

拭子评估活动”。

小超是一名80后普通职工。2015年6月，他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一名患白血病的小女孩，因找不到

与自己配型相合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最终遗憾离世。“我的小孩两岁多了，特别可爱，看到这则新闻时，我心

里特别难受。”小超说，他立即通过网络查到了中华骨髓库河北分库的电话，并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想加入到捐献

救人的队伍中来。

在省、邢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小超很快参加了邢台市组织的口腔拭子宣传活动，正式成为了一

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2015年11月5日，入库短短4个月，他就接到了配型成功的电话。“一定要捐！”当时正上班的他痛快地应

允，并立即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了高分辨检测和健康体检，一切顺利通过。所有这些事情，小超没有告诉家人，一

是怕家人不同意，二是也不愿家人替他担心。“但还是被媳妇知道了，那我就给她做工作呗。”小超笑着说，家

人担心源于对捐献不了解。小超上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材料，一边给家人普及，一边做思想工作，最终得到了家

人的全力支持。

为保证捐献质量，小超这几个月非常注意身体，尽量早睡早起，不熬夜，在饮食上也尽量按照医生的要求保

持清淡，注意营养搭配。“要捐就要捐最好的。”捐献时小超想得更多的是患者，他说，“希望对方接受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能尽快康复。”

河北分库今年开年首月成功完成捐献8例，为2016年捐献工作迎来了开门红。

新年伊始河北迎来“新”捐献
河北分库·宋丽娟

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尽全力救人。“ 虽然报名时没想到真的有机会救人,不过我一直在等

待……如果能救而不救，我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小李如是说。妻子对于他的善举也给予了大

力支持，“这是好事，能救人一命，我肯定支持。”

十四年的等待，十四年的承诺，小李捐献救人的心愿终于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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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北京分库迎来了2016年首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月阳。

2016年1月26日，我们在医院采集室看到了

这位热情漂亮的北京姑娘。今年28岁的月阳不但

工作有能力，更热心公益事业。她曾先后5次参

加无偿献血，并在5年前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   

2015年11月，月阳得知她和一位年仅10岁

的白血病小患者初配成功。“不能让这朵花苞还

没绽放就凋谢了，我希望可以救他”，这是月阳

当时唯一的想法。在做通家人的工作，协调好单

位的事情后，今天的月阳心情轻松地完成捐献。

捐献当天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娜，月阳

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前往医院探望和慰问，他们感

谢月阳的爱心，感谢她给予另一条生命的新生。

每个人都有一支画笔，描绘着属于我们的天

地，它或平淡、或绚丽。但愿意用自己手中的画

笔，为别人苍白的生命和暗淡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的却是最难能可贵的。

可爱的姑娘，感谢你用爱和勇气描绘出那幅属于他和他家人的美丽画卷。

画  笔

北京分库·李涛

新疆26岁小伙在京实现捐献

对于26岁的小刘来说，这个新年有着特殊意义。2016年1月2日，他乘飞机来到北京，为一名白血

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帮助他重获新生。

小刘2013年在河南老家无偿献血时，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留存8-10毫升血样，加入

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就有可能帮助一位血液病患者获得新生。”小刘当即决定

留存血样，成为了一名志愿捐献者。

2015年，小刘来到乌鲁木齐市一家公司工作。9月，在新疆分库工作人员电话告知他与一名患者

配型成功时，他坚决兑现当初的自愿捐献、挽救他人生命的承诺。1月7日，小刘在北京的医院完成捐

献，成为新疆分库2016年首例捐献者。

新疆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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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016年1月15日，为救挽一位4岁多的白血病患者，来自中牟的爱心市民闫先生放下生意，在河

南省一家医院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郑州市第201位捐献者。

今年29岁的闫先生在中牟做山药生意，因为物美价廉，生意一直不错。新年临近，正是生意红火

的时候。但为了捐献他停下了手中的生意，提前4天前往郑州进行捐前准备。“钱少挣点没什么，能救

人一命，我觉得一切都值得。”闫先生表示，虽然耽误点儿生意，但自己不后悔。

闫先生2015年在一次无偿献血时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同年11月得知自己与患者初配成功，他不假思索地同意了继续进行下一步工作。因为患者情况非

河南分库

2016年1月18号小张在广东分库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广州一家医院

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全国第

5410例、广东分库第405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早在2008年，小张就开始无偿献

血，基本每年都会献两次。2010年的

一次献血看到关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

传，小张留下了自己的资料报名加入中

华骨髓库。2015年11月份广东分库告

知小张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后，

小张就时刻准备着捐献造血干细胞。小张表示由于身边的人甚至对无偿献血都不是很了解，所以这次

来广州捐献造血干细胞并没有没有告诉家里人，但能够救人一命，他一定要坚持。在捐献时候，受捐

者的女儿托相关工作人员给小张送来了一封感谢信。小张笑着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大家能够

见一面”。

陪同小张的工作人员，他说：“小张很有爱心，从接到初配成功的通知，捐献意愿就一直很坚

定，我打心底佩服，也确实很感动。”慈善往往是不需要说的太多，而更多的是展现在我们的实际行

动中。

感恩有您 让生命出现奇迹 
广东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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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紧急，12月23日，闫先生同时进行了高分辨配型和体检。

从加入中华骨髓库到成功捐献，不仅得益于工作人员和捐献双方医院医护人员的努力，更是因

为闫先生这样一位父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爱。

捐献前一天，恰好是自己4岁儿子的生日，缺席了生日是为救一位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孩

子，闫先生说：“我希望这是给儿子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希望儿子长大后也有同样的爱心去帮助

他人。”

两位爱心人士同日完成捐献

1月11日上午，来自汪清县的小郭和来自梅河口市的张医生完成了同样的爱心之举——为素不

相识的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传递生的希望。这是吉林分库首次两人同日完成捐献。

小郭，一位开朗的80后女孩。2013年在辽宁工作时，一位好朋友跟她说起要去做一件好事，

能挽救人生命的善事，她好奇询问下得知，朋友要去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我也去！”小

郭坚定地说，“能救人，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也要去奉献爱心。”于是两位善良的女

孩同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15年，小郭已回到家乡工作，手机号码也已更换，初配成功后吉林

分库的工作人员辗转找到她的新号码。得知消息的小郭和她的朋友都很激动。在入院注射动员剂

时，小郭因为嗓子发炎让她更是紧张，生怕影响捐献质量。医护人员告诉她要放松精神，并为她注

射了消炎药物。她说：“我希望捐献给患者的造血干细胞是健康的，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注入重

生的希望，助他早日康复。”

张医生今年48岁，连续6年无偿献血。2014年成为志愿捐献者。在张医生看来，救死扶伤就

是医生的天职，挽救他人的生命是责无旁贷的义务。由于是集体献血集体登记，张医生与患者配型

成功的消息，让周围的同事羡慕不已。医院的领导更是大力支持，马上为张医生安排调休，捐献当

天，更是亲自到现场加油鼓劲。除了领导支持，张医生的爱人和儿子也是大力支持，听说丈夫能捐

献救人，妻子说：“这是一种缘分啊，比孪生兄弟都难得，作为医生我们看到陌生人都是尽心尽力

去挽救，只要能尽一份力绝不袖手旁观。”热心公益的儿子也表示，要学习爸爸勇于奉献的精神。

捐献结束后，二位捐献者都表示：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捐献者的队伍中，为更多的患者带

去希望。

吉林省红十会·刘雅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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