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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9日，在“5·8红十字博爱周”来临之际，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王平和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志祥、副主任刘维新一行来到造血干细胞采集医院

看望了正在为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王超、陈迪志和王彦锋。

王超和陈迪志均来自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他们将同时救助在上海的两位小患者。

王彦锋来自内蒙古分库，他将救助广州的一位患者。

王平亲切慰问了王超、陈迪志和王彦锋，并向他们颁发了“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

书”。孙志祥向他们敬赠了鲜花。

王平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表示敬意和感谢，肯定了中华骨髓库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以及“自愿、无偿”捐献的伦理原则。他衷心希望

“5·8红十字博爱周”期间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看望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左二）、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志祥

（右二）与志愿者唐子文（右一）慰问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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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捐献者故事改编成豫剧成功上演
河南分库·文梅英、郭海燕

社会各界一如既往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和中华骨髓库的建设，期望有更多的公民

参加到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让我们携手齐心，努力把中华骨髓库做大做

强，为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今年“5·8红十字博爱周”期间，中华骨髓库将有10个省级分库的18位志愿

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这充分体现了今年红十字博爱周“处处为人人”的主题。

5月8日晚，根据洛阳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剧目豫剧《大爱

相“髓”》在洛阳工人俱乐部上演，独特的演出形式受到了现场观众的好评。

《大爱相“髓”》根据捐献者春萍为原型改编。早在2006年，河南18岁的

青年因患白血病生命危在旦夕，来自中华骨髓库河南分库的志愿捐献者春萍让他

看到一线生机。2007年，春萍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患者送去希望。

根据这个“生命接力”的动人故事，洛阳市红十字艺术团专门聘请了国家一

级编剧李学庭创作了豫剧《大爱相“髓”》。该剧讲述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和患者配型成功后，准备捐献时遭到家人阻拦，志愿者把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知识

讲给家人，最后得到支持、成功捐献的过程。

洛阳市红十字艺术团的负责人介绍，排演这部剧，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该剧了

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知识。以新形式传递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还可以挽救血

液病患者的生命的信息，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志愿捐献者队伍，为更多的患

者重燃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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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博爱 奉献”的精神持续传递
——“5·8”期间上海再实现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上海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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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第69个世界红十字日，中华骨髓库上海分库有两位志愿者小杨和小陆同时进行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当天，上海市红十字会与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领导到医院看望两位捐献者，

并颁予他们“上海市博爱奖章”和“上海市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

小杨是一位云南彝族的90后，2013年在云南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刚到上海工作不

久，便和一位同是90后的患者配型相合。虽然亲人不在身边，但小杨了解捐献的实际安排和

情况后，主动提出尽快安排自己在上海进行捐献。

在大型企业工作的小陆是一位80后，性格内向的他得知自己可以实现捐献造血干细胞救

人的心愿时，没有任何的疑问与顾虑，积极配合高分辨检测和体检，顺利完成捐献。

两位小伙用自己的无私奉献，为他人点燃了生命的希望，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志愿服务精神，实现了对生命的承诺。

多年来，上海分库将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一如既往的做好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和动

员工作，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去生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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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追梦  博爱东城
——“5·8红十字博爱文化月”系列活动圆满收官

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

为纪念第69个世界红十字日，打造红十字公益品牌，不断扩大红十字组织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策划组织了“5.8红十字博爱文化月”系列宣传活动。“文

化月”活动通过街头宣传、系列报道、模拟演练等方式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宣传了红十字工

作，内容涵盖了募捐救助、志愿服务、救护培训、应急演练等方方面面，营造了良好的氛

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其中4月22日下午，东城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洪现身朝阳门街道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巡回讲堂，并接受《新东城报》记者专访。小洪告诉记者“从2010年留下血样后，我就期待

着有一天自己的血液可以真正帮助到需要的患者。2014年年底，当我接到电话说我和广州

一位血液病患者配型相合时，我特别激动，简直像中了彩票一样。”因为自己是医学专业学

生，所以了解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原理，知道捐献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是父母依

然有担忧，在向父母说明情况后，她得到了父母的支持。2015年3月顺利完成捐献。

小洪捐献的经历也带动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为了让更多潜在捐献者

了解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日前，由东城区红十字会策划，全区17个街道红十字组织实施

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巡回讲堂项目正在进行中，讲堂将“知识普及与志愿者招募”合为一

体，宣传材料将“介绍情况与捐献登记”合为一体的创新，进一步提升了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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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8日是第6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

的助手作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坚持服务民生的宗旨，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事业，5月8日上午，山西省红十字会在太原市龙潭公园举办了主题为“红十

字：处处为人人”世界红十字日纪念宣传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红十字会会长张建欣，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盛佃清，省文明办副主任周峰，省卫计委副主任谢红等

同志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省红十字会组织了省城14家医院的医学专家开展了大型义诊咨询服务活动，同时

还开展了自救互救演示及无偿献血及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等活动。山西分库工作人员和红十字志

愿者向现场群众发放了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知识、应急救护知识以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

捐献、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等方面的宣传资料并进行认真细致的解读，进一步增进公众对红十字

事业和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的认知。张建欣等领导现场观摩了义诊、无偿献血及自救互救演示等

活动，并观看了山西省红十字会、山西分库的宣传展板。

山西分库“5·8世界红十字日”进行科普宣传

广西举行造血干细胞捐献200例纪念活动

广西分库

山西分库·左彤 、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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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上午8时，一年一度的中国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在熙熙攘攘的跑步大

军中，有一支身着红衣、头戴红帽，手拉“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一命、无损健康”横幅的队伍格外

引人注目，他们就是由扬州部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和志愿者自发组织的“生命的希望”马拉松团队。

这支特殊的参赛队伍中有11位曾经挽救患者生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还有10位是满载爱心的

志愿捐献者，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希望通过借助马拉松的活动平台，在社会上进一步扩大造干细胞捐

献工作的社会影响和宣传力度，并以捐献者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倡导

和动员更多的符合条件的社会爱心人士加入，为更多的患者带去“生命的希望”。

以“扬马”助力，为“髓缘”加油
江苏分库·丁玉琴

5月14日，广西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200例纪念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捐

献者、各行各业的志愿捐献者代表、以及中华骨髓库、自治区人民政府、卫计委、民政厅、文明

办、各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移植医院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参加了纪念活动。

中华骨髓库主任孙志祥对此次纪念活动做出高度评价，同时对广西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给

予肯定。自治区红十会常务副会长冯国平在纪念活动上讲话，简短回顾了广西分库自建立以来的

发展历程，高度赞扬了捐献者的高尚情怀，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志愿捐献者的队伍中来。

4月13日，柳州一家中医院的小梅护士在顺利完成捐献后，光荣成为广西第200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广西分库也成为全国第11个实现成功捐献200例的省份。

当天的纪念活动中，有三对捐献者与受捐者代表在现场相见。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们，

因为一次不幸的患病和一次无私的捐献，结下了亲人般的特殊血缘！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在场的人

们，这次特殊的会面，让温暖的正能量，在人们心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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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3日上午，来自天津市静海区的公务员陶先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本市第

181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捐献现场，陶先生的妻子也进行了报名，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市红十字会副巡视员于慧斌，静海区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张金丽前往医院慰问，并为他颁发

红十字博爱证书和博爱奖章。

2012年，在静海区红十字会组织的造血干细胞宣传活动中，区消防支队的50余名官兵集体报名。

当时，陶先生是一名一线消防员，他浴火奋战，屡受嘉奖，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陶先生

退伍转业，成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今年1月，他接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这个孩子

是2012年6月出生的，巧合的是，我也是在那一年6月报名入库的，觉得自己跟这个孩子有一种割舍不

断亲人般的感觉，我肯定会救他。”陶先生表示。

陶先生的爱人潘女士非常支持丈夫的选择，在为丈夫加油鼓劲的同时，她现场填写了《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报名登记表》，并采集8毫升血样，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潘女士表示，自

己受到了丈夫捐献行为的感召，内心非常感动，希望孩子能早日康复。“我知道每位捐献者只能为一名

患者进行捐献。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配型成功，为患者带去生的希望。”潘女士说。 

夫妻双双献爱心

天津分库

在参赛的队伍中，最年长的捐献者今年已52岁。四年前自己义无反顾地捐献，成为当时江苏省年

龄最大的捐献者；长期坚持运动的他和参赛的80后们一起参跑马拉松，依然活力四射，40多分钟就完

成了迷你赛程。

在这支队伍中，最幸福的参赛者当数再一次做了父亲的张先生，2007年捐献后回扬后与恋人完

婚，并有了一个儿子，如今女儿的降生让他感到有儿有女才是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他带着满满的幸福，

和同伴们奔跑在马拉松的跑道上，通过发朋友圈，让朋友们走“近”中华骨髓库，了解捐献相关知识并

关注“生命的希望”团队参赛情况。

队伍中的10位志愿捐献者们也心怀一颗爱心，长期坚持锻炼，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有机会捐献

时，能给患者提供最健康的“生命的种子”。

2016年的中国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结束了，但我们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还在继续，为了

进一步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倡导和普及“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一命、无损健康”的常识，大家

相约明年再参赛。继续以“扬马”助力，为“髓缘”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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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北京已经有些热度，路边的绿树鲜花用最热烈的

方式迎接着这个热情季节的来临。

2016年5月16日，医院的采集室里北京分库第249例捐

献者忠实也用最热烈的方式展示着爱的含义——捐献造血干

细胞，挽救患者生命。

今年31岁的忠实曾4次参加无偿献血，并在10年前报名

加入中华骨髓库。2016年1月，他和一位14岁的血液病少年

初配型成功，当工作人员联系到他时，不善言辞的忠实只说

了一句：“捐献，没问题！”作为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忠

实更能体会孩子在这个家庭的地位，那是整个家的精神支柱

和希望啊。

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由各方面梦想汇集而成，而这

里一定有人道梦。我们每位志愿者、捐献者用自己的善行义

举共筑这个美丽的梦：严寒里它带来温暖，酷暑里它带来清

凉，而最终它们化为阵阵清风吹入梦中，那梦中孩子的笑一定最甜，妈妈的笑一定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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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徐徐入梦来

播撒生命种子  谱写大爱篇章

北京分库·李涛

浙江分库

5月16日，在浙江省某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中心，来自杭州的郭女士，慷慨捋袖，捐献了造血

干细胞，为患者送去了新生的希望。据浙江分库统计，包括郭女士在内，5月份全省共有11人捐献造

血干细胞。

“当我知道自己的血液可以救人的时候，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很宝贵。”郭女士

说，自从2013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她一直坚持锻炼，希望有一天能以最好的状态帮助他人。这次与

患者配型相合，终于实现了她播撒爱心、挽救他人的心愿。

与郭女士一样充满爱心的，还有来自东海舰队航空兵某旅的战士小毅。18岁参军入伍，2014

年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1月，得知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小毅信守承诺，为患者播下了

“生命种子”。以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现了和平时期在无私奉献中实现价值使命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的良好形象。

 5月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11名捐献者们，以奉献爱心、挽救生命的实际行动，向社

会传递了爱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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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6日，海南省昌江县的公务员逸文完成捐献，成为海南分库第68例，昌江县第3例捐

献救人的大爱达人！

平日里逸文就乐于助人，曾为救助一名得了急性肾炎的孤寡残障老人，拿出自己刚发的2000多

元工资交付医药费，使老人得到了及时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 

2016年3月,逸文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他当年留存的爱心血样与一名小患者的配型相合，征求他

捐献救人的意愿。逸文说，八年前在海南师范大学无偿献血时加入的中华骨髓库，了解造血干细胞可

以救血液类病患者。在他心里，救命更重要。回到家中，他以强烈的爱心说服了家人。在高分辨血样

配型相合并完成了体检后，义无反顾地签下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同意书》。

有了逸文的爱心承诺， 移植采集计划按期进行。家人很不放心，他的父母特地从老家赶来陪伴。

对捐献救人的事，老人说：“他坚持要捐献，我们虽然很担心、心疼，但更加为他感到骄傲！”

患儿的父亲给逸文写来感谢信：“病魔无情，人间有爱。因为有您，崇高的博爱精神，无私地奉

献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你捐献的生命种

子即将植入我孩子的体内，孩子将流淌着

你的血液，是您给了我孩子的第二次生

命。以后，孩子将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您

给他重生的日子，一个是他出生的日子。

您给他重生的日子也是我们永远铭记的感

恩日。等他长大了，也要象您一样用爱温

暖别人，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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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更重要
海南省红十字会·胡国辉

福泉市首例捐献者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
福泉市红十字会·张先玲

“恩人，谢谢你，让我有了再一次活下去的希望；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再一次走进社会；谢

谢你，让我有机会可以重新回到亲人身边.......”

这是一封来自河南省受捐者的感谢信，在医务人员的阅读声中，捐献中大海原本微笑的脸上

不禁出现了泪痕。采集室床头上，那张写着“爱心+勇气，让爱心点亮他人生命之光”的贴画显

得温暖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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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5日，福泉市某公司工程师大海接到了与患者配型相合的电话通知，早在2013就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

令大海感到开心的是，这件事情也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持。“救人的大事，尽一己之力，能够

为他人带去希望，我们一家人都很乐意的。对我来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在

生命面前，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渺小的，生命最大，我只是做了自己能做的，应该做的。”大海坚

定地说道。

4月13日 ，大海顺利完成捐献，成为福泉市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如果手术成功，患者也

将重拾生命，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相信，将会有更多有困难的人会得到他的帮助，只要能把这份

爱传递下去，就是我最欣慰的事情了”，捐献后大海说。

福泉市红十字会会长李志敏称赞大海：“没有任何一句退缩，面对拯救生命，他一直都是义无

反顾的态度，很佩服，也很感动。我们也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像大海一样，积极投身到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行列中来，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希望，将这份大爱永远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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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花因爱而绽放
四川分库·姚介

生命之花，犹如经历含苞

待放、如花绽放、枯萎凋谢几

个阶段。而不幸患上白血病的

人却让凋零提前到来，使患者

和家属心痛不已。满怀爱心的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们的无

私奉献，却为患者的生命之花

得以重新绽放。

4月27日上午，来自达州

大竹县的小冯为一名5岁小患

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至此，

四川成功完成第101例捐献。

88年出生的小冯在读大学时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大学期间，小冯品学兼优，经常

用奖学金帮助班上家境贫困的同学。助人为乐成为他的处世习惯。

去年12月，四川分库的工作人员告诉小冯，一名小患者与他配型相合， “太好了，终于有

机会可以帮助别人，救人家的命是好事啊！”小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妻子和父母也很支持

他。5个月身孕的妻子也说：“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别人的生命，也是送给我们即将出生孩子最好

的礼物。”

爱，使别人的生命之花重新绽放，愿更多有爱心的人士加入到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列中

来，去救助那些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白血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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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红会负责造血干细胞库建设的卢

朝霞同志因病于2016年5月21日14时15

分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无私无畏地工作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离去带给我们骨髓

库人无限的悲痛与哀思，她用工作赢得尊

重。

我与卢大姐2003年在中华骨髓库网

络培训班上初识。她火一般的工作热情，

朴拙的工作态度，把个人私欲打到最低的

人生态度一下就感染了我们。13年来我们

也一直以她为榜样，努力工作。最初的资

料库数据传输是靠电话拨号上网，叫通后开始数据传输，数据覆盖，如不能覆盖还要将原始数据从库里清

除，为了防止数据丢失还要另外备份。卢大姐当年对网络、计算机知识了解不多，经常会提出一些诸如上

不了网、备份数据找不到、电脑死机如何重启的问题，有时传输一次数据我们要通话10几次之多，但她

不惧困难，不怕麻烦。为了避免白天网络壅塞，她就夜里传输，传完之后有时还不忘了给我打个电话，有

时我已入睡，她知道后还说抱歉，其实她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休息，还说啥抱歉，抱歉的

应该是我们。13年来，卢大姐每期不落的参加了骨髓库系统的10多次电脑网络培训班，水平已从最初的

菜鸟成为如今的网络达人。人非圣贤不可能“生而知之”，但能“学而知之”。

卢大姐患癌症后本应从一线工作中解脱出来，但她不但没有，反而承担了比患病前更加繁重的工作

任务。她明知治疗癌症的药物对心脏有损害，需要养心、需要休息，但她仍然将工作电话呼叫转移至个人

手机上，7×24小时全天候工作。直至生命终止前的上午还在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接打电话。从这一点

上说，卢大姐是个勇敢的人，她勇敢地面对死亡，勇敢地走向死亡。

当我们还在为在众人面前讲话不好意思，怕说错话，不愿抛头露面的小资文人的情调纠结的时候，

卢大姐为了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已经在山东各高校纵横捭阖，做巡回演讲了，而且常常脱稿，声情并

茂。对学生们的提问也实事求是回答，不懂的、回答不了的回去查资料再回答你，不怕丢面子。她的自信

源于对工作的钻研和对工作的热爱。

我们为什么怀念她，尊重她？是因为工作。她用勤奋朴实的工作弥补了她年龄、学业上的不足，她

用无私忘我的工作赢得骨髓库人广泛的尊重。10多年来，山东分库已发展成为中华骨髓库库容最大的分

库，卢大姐也因此赢得了库、省、全国的各种奖项，红会“十大”上还获奖受到了习总书记的接见。从这

点上说卢大姐死得其所，值得我们每一个红十字人向她学习。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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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工作赢得尊重
——追忆卢朝霞大姐

靳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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