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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红十字会 梅喜光

4月18号下午，郑州90后姑娘佳佳为阿根廷一位8岁血液病患儿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完成了中华骨

髓库首次为阿根廷患者的捐献，佳佳成为中华骨髓库第5585位捐献者，也是郑州市第3位、河南省第

17位涉外捐献者。

今年26岁的佳佳，在郑州一家黄金首饰专卖店工作。她平时热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并多次参与

无偿献血。2013年4月的一次献血活动中，她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我和

他都是幸运儿”，得知自己配型成功的消息佳佳高兴地说，“真没想到自己能配型成功，而且还是和一

位阿根廷的白人男孩儿……”。接下来的高分检测和体检都十分顺利，佳佳积极为捐献做好准备，盼望

早日为患儿送去自己的“生命种子”，帮助他恢复健康。

18日下午捐献结束后，早已等候在门外的阿根廷志愿者第一时间来到佳佳床前，对她的爱心捐献

表示感谢。“仿佛实现了一个由来已久的心愿，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运和成就感，感觉很奇妙！”捐献

后的佳佳一脸轻松和喜悦地说。晚上8点，来自阿根廷的志愿者携带 “生命种子”返回阿根廷。

郑州90后姑娘捐献“生命种子”
救助阿根廷儿童

河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国新为捐献者武女士颁发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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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人道大爱 接力生命健康
北京分库

2016年4月14-15日受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邀请，天津分库、河北分库及三地下属工作站相关人员

120余人，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京津冀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推进会暨三地“彩虹计

划”启动仪式，这次会议以“传递人道大爱，接力生命健康”为主题，这也是首都红十字组织2016年度

“5·8世界红十字日”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此次会议也是为继续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责任意识、真心关爱群众、开创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的事业

发展要求，推动京津冀区域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共同发展，按照京津冀协同推进造血干细胞事业创新发展

合作联盟框架协议规定组织召开的。

习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样为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在今

后的工作发展中明确了方向。三地将继续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将继续

在帮助最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上找准方向，明确靶向；将继续在加强京津冀合作上下功夫，共享先进理念成

果，推进事业共同发展；将继续抓好事业发展的科研、统计、人性化服务的统一协调；将继续加大宣传力

度，坚持以人为本、形成生命至上的宣传格局，着力提高入库质量，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让更多的大

众了解、参与到这项“生命救助”的行列中来。

此次会议除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国际志愿者捐献情况现状及前瞻》、《造血干细胞动员、采集过

程中不良事件与处理》、《志愿组织建设管理实务与理论》等专业知识进行讲座培训。为了更好地贯彻和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度的“彩虹计划”作为三地首次共同开展的公益活动正式启

动。

2009年，由中华骨髓库、新京报主办，北京分库、北京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协办的“彩虹计

划”正式拉开帷幕，它以“走进白血病患儿的病房，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为目的，关心患儿的身心健

康。为了更好地延续和传承这项公益活动，让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彩虹计划”作为北京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协会的品牌项目一直开展至今。期间，得到了中华骨髓库、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分库、社会

各界及广大媒体朋友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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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讲师团首次亮相

河北分库·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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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计划”至今已历时6届。现在它已经被更多人认识、了解、参与。为了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

2015年“彩虹计划”北京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首次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活动从策

划到开展历时近6个月的时间，征集和实现了小患儿的心愿326个。小到一支画笔、一个发卡，大到一架遥控

飞机、一辆自行车无不凝结着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浓浓的爱和关注。活动得到了很多社会爱心人士和相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上至80多岁的老奶奶，下至三岁的小娃娃都参与了进来。

今年的“彩虹计划”北京将继续和儿童医院合作，计划征集完成患儿心愿350个；天津将和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征集完成患儿心愿150个左右；河北将和河北医学院第二医院合作，计

划征集完成患儿心愿150个左右，这次活动旨在让全社会形成关心、关爱血液病患儿；关注、帮助弱势群体；

了解、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这项人道事业；让社会形成遇见爱、传递爱、分享爱的和谐氛围，它也必将影响

和带动各地区乃至全社会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向前发展。

此次会议还邀请了中华骨髓库总库领导、北京市红十字会相关领导参加并讲话。

在“5·8世界红十字日”即将来临之际，河北分库联合石家庄16所高校共同举办第五届“中

华骨髓库河北高校行”公益宣传活动。4月11日上午，启动仪式在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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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200，从无到有，在这串数字的背后，有我们最需要感谢和致敬的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广西分库自2004年启动该项工作以来，有48,078人留存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是全国第11个完成

2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省份，迄今为止已经向境外提供造血干细胞14例。

2016年4月13日是不寻常的一天，这天上午，来自柳州医务工作者小梅，在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

胞捐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作为广西第2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特殊意义。

小梅在2014年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截至目前，累计献血4次。对于捐献，小梅表示从

入库开始就等待着“中奖”，刚过2年就能配型成功，实在是意想不到又惊喜万分。由于家人在外地，丈

夫又常年出差在外，为不让家人担心，小梅并没有把捐献的事情告诉家人，包括单位领导和同事也是在

她入院前才得知这件事情。小梅表示，捐献是好事，相信家人和同事都会支持她的做法。

捐献当天，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宇，柳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周双申前来慰问，小梅

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带着全体领导职工的问候和祝福来看望她。患者也委托广西分库的工作人员带

来了两份感谢信。小梅在看完信后眼含泪水，对患者的处境感同身受，她衷心希望自己捐献的造血干细

胞能为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广西分库

广西分库完成第200例捐献

活动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在石家庄多所高校成功举办了四届。该活动已经成为河北省红

十字会和河北分库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媒体关注宣传、学校学生积极参与，为宣传和普

及造血干细胞采集捐献的有关知识，对提升广大师生及社会公众捐献造血干细胞热情、提高入

库率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2015年河北分库成功实施捐献52例，创下河北分库建库以来历史新高。为更好地宣传和普

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更有效地扩大宣传效果，在四年活动的经验和基础上，今年首次组织

了大学生讲师团队，在各高校进行讲座。活动将继续邀请“捐献英雄”亲临现场与广大师生进

行交流互动，以演讲、交流会、现场介绍等多种形式开展。

启动仪式上，首位“河北交通系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孙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可

怕，无损身体健康，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志愿捐献的队伍中来。

本次活动为期近一个月。活动将在各高校同时展开，拟在每所高校组织2-5场讲座和多天的

校园宣传。内容包括：提前一周宣传发动，悬挂条幅、张贴海报、设立展板、在学生宿舍和人

员密集区发放宣传单及物品，组织当天讲座现场活动、献血并填写志愿捐献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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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9岁的小慧是部队医院麻醉科的一名护士。工作中她深深感悟到，战争年代的军人可以

在枪林弹雨中体现价值，而和平时期，除了时刻做好等待祖国召唤的准备，更要为社会多做一些

贡献。

2011年9月，她所在科室的同事为一名白血病患者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2012年3月，小

慧在广州献血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自报名那天起，她就盼着捐献的那天，可一等就是四年多。

2015年12月，她突然接到了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的电话，被告知她的血液样本与一名白血病

患者匹配相合。“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既兴奋又惊讶，要知道非亲缘的匹配成功率不到十万分

之一呀，” 谈起报名后默默等待这四年，小慧还说：“我如同一名等待冲锋的战士，随时准备跃

出战壕。” 

2016年4月19日上午，小慧在医院采集室经过4个小时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从这一刻

起，她正式成为湖北分库首例军嫂白衣天使捐献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就能救活一个人，普通人都能做到，我们白衣天使更应走在前！”小慧志

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迹在驻地和省军区部队官兵中引起极大反响。面对媒体捐献初衷的提问，

小慧朴素地回答：“我是一名军嫂及白衣天使，捐献造血干细胞能救助患者，普通人都能做到，

我们白衣天使更应走在前！”

80后军嫂愿做走在最前面的白衣天使

4月17日，廊坊第8例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王先生在河北一家医院顺利完成捐献。

生活中的王先生是个热心肠。在体检过程中得知他近期非常疲劳，问其原因，他笑笑说：

“俺是给好几个养殖场送饲料呢，养殖户都没有太多钱压饲料，要是俺离开的时间长了，人家养

殖户没有饲料还了得，俺得给人家备上才放心。”采访中，记者曾问他犹豫过吗，他说：“留血

样儿的时候我就承诺过，不管他是谁，只要需要就会救他。就像对生命的承诺一样有诚信对待这

件事、这个人。”

捐献临行前，我们工作人员想去他家慰问，他婉言谢绝了，“真的没必要，献个爱心，很正

常。再说，老人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会拦着俺救人，人命关天的，不说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

罢了。”

捐献完成后，王先生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您们也辛苦了，请代我对患者说祝他早日康

复！”工作人员被他的朴实感动不已，表示一定会将这生命的种子完好及时的送到。也衷心感谢

王先生所做的一切。” 

生命的承诺
廊坊市红十字会·高海娟

湖北分库·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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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铸就希望

2016年4月12日早上，一场象征

收获的春雨从天而降。这一天，北京一

家医院的采集室里也正传递着“生命的

希望”。

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小伙子

寒冰，无论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是位

热心人，他曾先后8次参加无偿献血，

累计献血量有3000余毫升。2014年他

在网站上看到了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文章，在详细阅读后，他发现其实捐献

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和痛苦，又经过多方面的资料查阅，捐献相关知识、采集方式、捐献者的亲身经

历……他也慢慢的了解捐献的整个过程，尤其得知我国目前白血病患者近50%都是青少年时，寒冰想报

名加入骨髓库的意愿更加坚定，他选择在2014年6.1国际儿童节，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献血并报名加入中

华骨髓库。

另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实现了“捐献救人”的心愿。当工作人员

告诉他和一位血液病患者配型相合时，他觉得使命光荣，任务艰巨。从那天起，对于从事网络工作，作息

黑白颠倒的寒冰从此开始调整生物钟，加强身体锻炼成为他的“必修课”。捐献当天，北京市红十字会副

会长刘娜和海淀区红十字会相关领导前往现场探望，感谢他用自己的爱心为另一条生命带来了希望。

北京分库·李涛

4月12日上午，徐州市的一家医院里，魏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徐州市第

54例、江苏省第487例、全国第557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捐献中，魏先生4岁半的小女儿拿着妈妈的手机忙着拍照：“爸爸，快点看镜头，我拍了让妈妈传到

幼儿园家长群里，让大家都看看我爸爸有多棒！”孩子的一番话，逗乐了大家。

邳州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刘艳霞介绍，魏先生是邳州市希望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员，18年来，他帮助上

百名残疾儿童走入社会，有的残疾儿童还在国际残奥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1年，他成为红十

字会的一名志愿者。在献血活动中，他又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15年12月，魏先生得知自

己与一名患者初步配型相合，怀着激动的心情同意捐献。

邳州希望之家工作人员献爱心
徐州市红十字会·张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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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来自东莞的志愿捐献者郑先生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名白血病患者。

今年39岁的郑先生本是在东莞工作，由于放心不下家里独居的母亲，年初刚回到家乡，但为了捐

献他专程赶回广州。爱运动爱打篮球的他，在注射动员剂期间，看到一群中学生在打篮球，忍不住也下

场过过手瘾。连护士姐姐都称赞道：“郑大哥手臂全是肌肉。”

自2000年起，郑先生就开始参与无偿献血，2014年在东莞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这一次的捐献怕

妻儿担心，只告诉了自己母亲。他说，在接到工作人员通知的时候，他也告诉过自己的朋友，朋友不是

很理解，但郑先生表示，无论其他人怎么说，都不能改变他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决定。

“我不需要知道患者是谁，只知道我做的是在救人一命，那就行了，况且这并不会对我的健康有

什么影响”。郑先生的话里让人感受到他强烈的意愿和坚定的本心。郑先生说：“捐献结束后，我要发

朋友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坚定如你 有爱髓行

广东分库

魏先生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有一定的

了解，知道非血缘关系的匹配成功率为

几十万分之一。 “我感觉到很荣幸，跟

患者非常有缘。从加入中华骨髓库起，

有3年多的时间了，一直梦想着有一天

能和患者配型成功，能用自己的造血干

细胞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魏先生说。

捐献时陪伴在魏先生身边的妻子告

诉工作人员：“在准备捐献的阶段，我

还是有点儿紧张，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我

知道的不太多。毕竟在我们家，他是一

个顶梁柱。后来，我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有关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加上丈夫的劝说，最终打

消了顾虑，支持他捐献。”

市红十字会副调研员李永卫也在捐献当天看望并慰问了魏先生及其亲属，并颁发红十字博爱奖

章和荣誉证书，对其捐献行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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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刚满30岁的刘先生，无偿献血的时间却已有12年，手上的献血证有7本之多。 2012年，在

一次献血过程中，他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重要意义，当即留存血样入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

刘先生说，无论是无偿献血还是捐献造血干细胞，他都觉得是上天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事。2013

年，已经组建家庭的他迎来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儿子刚出生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幸运的是

孩子很快就获得了先心免费手术的机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社会的帮助，当我能帮助别人

时，我也应该伸出援手”。去年10月份，当他得知自己与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时，毫不犹豫地

向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愿意捐献。

然而对捐献，家中亲人却有些顾虑。于是刘先生上网查找打印相关资料，在耐心讲解捐献原理的

同时，表达自己回馈社会关爱的决心，很快就得到了亲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4月5日上午，刘先生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所在市首位成功捐献的公务员。完成心愿的

同时也成为了别人心中的英雄。工作人员转交了患者亲手写的感谢信。读后刘先生感慨地说：“我的

一点点付出，挽救的却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感谢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

进来。” 

由己及人 用爱心回报社会
江西分库·陈薇薇、张志恬

捐献当天东莞红十字会副

会长潘永康，东莞的捐献者、

志愿者也赶来广州看望陪护郑

先生，给他送上鲜花和荣誉证

书。

谢谢你的爱心，给了患者

重生的机会，愿有更多如你一

般坚定有爱的人，加入到志愿

捐献者这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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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自己 为他人燃起生的希望
四川分库·姚介

3月29日，来自绵竹的小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170多毫

升鲜红的造血干细胞满载着四川人民的爱心，当天下午由专人从成都带往北京，去救助一

名10岁的小男孩。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万华的委托，省红十字会秘书

长袁波专程到省人民医院看望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小陈。

小陈在一家酒厂工作，80后的他热心公益，成年后多次义务献血。2015年2月在绵

竹市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15年11月25日，四川分库的工作人员联系他，

告知他可以救助一名白血病患儿，他非常高兴，妻子也很支持他捐献。同为父母，想到患

儿父母心里有多难过和焦急，，他感同身受。而小陈的母亲却对儿子捐献担忧起来，得知

这个情况，四川分库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向老人解释，帮助老人从多种途径了解捐献对身体

没有损害，消除老人的顾虑。

捐献前准备阶段，小陈的女儿生病住进了医院，为了不耽误捐献时间安排，绵竹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代替小陈去看望并照顾了他的女儿。捐献时小陈采集时，母亲一直陪在小

陈身边，阿姨真诚地说：“人就是要多做好事，救人家一条命，多不容易啊，支持儿子的

决定。”捐献顺利结束后，这份爱心种子由北京赶来的工作人员带往患者所在医院，一个

濒临死亡的生命又燃起了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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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农民志愿者的爱心奉献

去年7月的一天，松原市长岭县农民小张在无偿献血时看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后，自愿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成为一名志愿捐献者。今年年初就传来消息，小张与一名白血病人配型成功，一系列体检合格后， 

3月21日，小张在长春一家医院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咱是农民，除了种地啥也不会，没想到我可以救别人的命，这是我应该做的。捐献后，我会把整个过

程和感受跟乡亲们说说，感召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帮助更多患者。”捐献前面对记者的采访，小张

的回答淳朴又令人感动。   

吉林省红十字会·刘雅婧

很荣幸能为你的新生献一份力量
辽宁分库·徐明

“我不知道你的一切，但我希

望你能尽快恢复健康，开始新的生

活，我很荣幸能为你的新生献一份

力量……”捐献者王先生捐献后，

在给患者的回信中这样写道。至

此，辽宁分库也完成了2016年的

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1986年出生的王先生家住辽

宁锦州，8年前的一次献血时，他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王先生说：

“说老实话，我当时对捐献造血干

细胞了解的并不很多，但大夫跟我

说，这个能救人性命，我就坚决地加入。”去年12月，王先生接到与患者配型成功的消息，二话不说就同意

了，可没想到的是父母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的父母并不知道什么叫捐献造血干细胞，以为对身体有害。”王先生说，他只能一遍遍给父母讲捐

献的原理与过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父母一点点儿理解了儿子，可此时，老父亲突发脑出血住院了。

等父亲刚刚有点儿好转，母亲又因为意外摔伤住进了医院。父母接连病倒，让他压力倍增。“这一个月，我

几乎每天都在医院陪护，确实压力很大。”王先生说。

虽说困难重重，但捐献的信念却一点儿也没动摇。由于照顾父母走不开，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直接到医

院为他进行高分检测等捐献前一系列工作。

捐献时，怀孕6个月的妻子一直在旁陪伴，“我也给孩子打个样儿，将来也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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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生命救援
江苏分库

2016年3月17日，江苏淮安小伙阿萌捐献的造血干细胞由江苏省分库工作人员交给韩国骨髓库

的崔女士带回首尔，为韩国患者送去生命种子。阿萌成为江苏分库第26例涉外捐献者。

2015年底，红十字会的一个电话让他记起了9年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事。“初配成功了？韩国

人？我愿意！”电话里，阿萌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高分检测、体检合格，确定捐献日期。这期间

并非一帆风顺，家里老人得知后，还是有很多顾虑，觉得他太瘦了，不能捐献，他和姐姐一起做他

们的工作，提起三年前奶奶生病，家人盼望着有人捐献血小板的事，终于做通了家人的工作。

单位同事知道他捐献造血干细胞都感到不意外，他平时就是个热心助人的小伙子，汶川地震时

把一个月工资都捐了,平时献过多次全血和成份血。

2016年3月11日，他在红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入住医院，4天动员剂注射后，16日在家人的陪

伴下顺利地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捐献后，阿萌还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的小瓷瓶送给患者，祝他

早日康复。

今年27岁的小张，是长岭县一位普通的农民。“虽然，我不知道被帮助的这个人家住哪里，

是男是女，是大人还是小孩，但我感觉做这事挺好，挺值的！”小张坦言，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

所了解，他更知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一定积极配合完成捐献，希望能帮助别人延续生命。同

时，小张的行为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妻子也带着5岁的女儿一同到长春陪伴他。小张说，以后他

会告诉女儿捐献的意义，教育她也成为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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