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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4日，“大爱相髓——江苏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500例”宣传活动在江苏

省南京市举办。此次活动由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卫生计生委、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红

十字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江苏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报刊中心承办。江苏省红十字会会长何权、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

主任孙志祥，以及江苏省有关部门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开始前，在场人员全体起立为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地区的遇难同胞默哀，并向受灾群

众捐款。随后，活动在《让世界充满爱》的儿童舞蹈中拉开序幕。

“大爱相髓——江苏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500例”宣传活动在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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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5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石云根及夫人接受了主持人孟非的现场采访，江苏省

红十字会会长何权授予他们“博爱之家”荣誉。石云根于2016年5月31日为韩国再生障碍性

贫血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巧合的是，夫人张冬梅也曾在两年前捐献救人，他们成为了全

国首对捐献者夫妇。“博爱之家”的故事在两岸三地及海内外传扬，感动了江苏大地，也带

动了许多江苏人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志祥授予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最具爱心奖”，该医院有

5名工作人员先后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孙志祥主任指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已经

为成千上万的血液病患者提供了检索查询服务，并为近6000位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江

苏分库作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省级组织，能积极有效的开展工作，汇聚社会力

量，奉献爱心，拯救生命，这充分践行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并为社会和

谐稳定，为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了力量。江苏分库要继续勇敢地担当社会责任，为更多血液病

患者及其家庭带去光明与希望，传播社会正能量，为构建中国梦而奋斗。

捐受者相见环节将活动推向高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朱女士于2013年6月25日救助一

位同龄女士。时值三周年纪念日，造血干细胞受捐者亲临现场，代表所有受捐者感恩所有捐

献者以及支持捐献事业的人们，她期望更多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重获新生。在场观众

从这对捐受者身上深切感受到互助的力量和大爱的光辉，无不为之动容。活动主办方还为受

捐者准备了重生三周年生日蛋糕，受捐者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来自全省各地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无偿献血者、志愿

者等共5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主题围绕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江苏分库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无数大爱故事展开，通过歌舞、朗诵等形式，再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无私精神和

拯救生命的感动瞬间。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志祥为阜宁灾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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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手京津冀 共圆彩虹梦”

——2016年度彩虹计划走进北京公益宣传活动

北京分库·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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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8日下午，由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携手京津冀，共圆彩虹梦”2016年度彩虹计划走进北京公益宣传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志祥等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活动当天，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和小患者们一起为在场的嘉宾表演了儿童

剧——“六一”森林大冒险。到场的嘉宾、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们在表演结束后将小患者的“六一”心愿

礼物送到他们身边。

2016年度的“彩虹计划”作为京津冀三地首次共同开展的公益宣传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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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会形传递

爱、分享爱的和谐氛围，由4月15日正式宣布启动，5月7日开始发布患儿心愿，实现了全部患儿的441

个心愿礼物，其中凝结了太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心意、志愿者的付出、工作人员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大到一辆自行车，小到一个绘画本，都是病房里的孩子们最简单，最幸福的小心愿。

这次公益宣传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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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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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局面的要求，进一步弘扬首都红十字精神，推动京津冀地区乃至全社会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共同发展

要求而举办。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华骨髓库、北京市红十字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中华骨

髓库北京分库、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广大媒体朋友的大力支持。

这个社会，因为有爱，才更精彩，感谢你们，为它增添绚丽的一笔。



通讯
NEWSLETTER

04

江苏分库首次向加拿大捐献造血干细胞

江苏分库

端午佳节，当大家都在享受假期的时候，有一群人却在为一个生命忙碌着。6月10日下

午，苏州志愿者国晨（化名）在医院为一位远在加拿大的海外华人捐献造血干细胞。医院专

门安排工作人员负责采集和检测计数，红会工作人员安排捐献全程和造血干细胞出境交接，

一切都在紧张、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国晨，90后，昆山邮政局投递员，平时认真负责，富有爱心。2012年3月加入了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经过四年多的等待，于2016年2月19日与一名加拿大籍患者初配成

功。纯朴善良的国晨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感到吃惊，在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时候就作好了

捐献准备，家人的思想工作由自己做好。他最担心的是怎样来安排好自己的工作问题，按时

投递信件是他的职责。

3月15日采集血样完成高分辨检测、5月初体检完成，就等待安排捐献。6月7日，由于

加拿大患者的病情紧急，时间就是生命。昆山市红十字会首先与国晨沟通并征求他意见，得

到肯定答复后又立即与昆山邮政局主要领导直接沟通协商，邮政局主要领导得知后大力支持

他的爱心行为并表示一定为其安排好工作。

6月10日，国晨顺利完成捐献，11日分库工作人员将造血干细胞运回南京，并由加拿大

工作人员于12日一早带回给患者。

一场跨国的生命救援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是江苏分库首次向加拿大捐献造血

干细胞，国晨成为江苏省第28位涉外捐献者，全省第502位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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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日，农民工辛师傅成为山西分库第126例、涉外第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他的爱心和善举，给韩国白血病患者重新点燃了生命之光。

今年46岁的辛师傅，早在10年前的一次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2016年3月，辛

师傅得知自己与一个韩国患者配型成功后，很爽快地同意捐献。为人憨厚朴实、热心善良的

他上有80多岁的父母，下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爱人身体又不太好。他平常除了在家务农外，

多年来还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开推土机以补贴家用。一开始家里人得知他要捐献造血

干细胞救白血病患者时，还有一些疑虑，怕对身体有影响。但辛师傅说：“既然当年许下承

诺，如今能帮就帮，能救就救。再说，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我平时献血差不多，又不损害身

体，能救人一命，是个挺好的事情。”

血融于情，辛师傅的浓浓爱心将会为血液病患者生命的点燃愿望。

“大爱髓缘 聚焦海南”，6月1日，海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新闻发布会在海

口市人民医院举行。海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瑾，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

任刘维新等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海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瑾介绍，海南省红十字会于2001年12

月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2006年成立“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务大队”，目前，海南

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库库容已达3.4万人，已有68名志愿者成功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农民工大爱善举   义捐救韩国患者

大爱髓缘 聚焦海南

山西分库·左彤 、杨飞

海南省红十字会·胡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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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全国第5697

例，海南省第69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王先生在海口

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并被授予荣

誉证书。此外，还将有6位

志愿捐献者在6月份将相继

捐献救人。

湖北96后大学生捐献救人

2016年6月24日上午，在武汉市同济医院，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大二学生小康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生命的种子”将为一名白血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小康1996年出生在湖北咸宁崇阳县一个普通的家庭，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他无意中看到一

个讲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纪录片，就萌生了长大也要捐献救人的想法。大一时，小康看到学校青

年志愿者协会开展捐献招募活动，主动上前向工作人员询问加入中华骨髓库的相关事宜，并如愿

成为中华骨髓库的一名志愿捐献者。

2016年春节，正在准备返校的小康接到骨髓库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的

初配成功，询问他是否愿意捐献骨髓。“没问题！”小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他得知自己是中

华骨髓库里唯一与患者配型成功的志愿者时，他说：“我从加入中华骨髓库后，就一直准备着，

这么快就配型成功，真的很幸运。”可当他把要捐骨髓的事告诉家人时，却遭到了父母的抵触。

“我个子小，体重轻，父母担心对身体有影响。”他反复劝说，跟家人讲别人捐献的故事，讲献

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可怕，不会影响健康。最终妈妈让步了，爸爸虽然不太放心，但也表示

尊重儿子的意见。

2016年3月，小康和患者高分辨相合，为了捐献高质量的造血干细胞，他每天晚上都到操场

上跑步或者打篮球，增强身体素质。而这些，他周围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都不知情，直到要捐献

请假了，大家才了解情况。不过大家说，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志

国眼里，小康是个很有主见的学生，总是主动帮助同学，义无反顾捐献救人一点不奇怪。捐献当

天，学院党委书记陈梅花专门去看望了小康。

湖北分库·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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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2日岳普湖县红十字会的志愿捐献者小巩在大家的欢送声中赶赴北京捐献造血干

细胞,用自己的“生命种子”拯救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

小巩是一名医生，为医疗事业尽心尽力。在2014年4月的献血活动上，他顺手在现场进行了

造血干细胞入库的登记报名，成为一名志愿捐献者。没想不到两年，奇迹就降临了！今年1月，得

知自己与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的好消息，小巩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就同意了， 4月底，小巩就顺利

完成了一切捐献前的准备工作。

6月12日在众多欢送声中，小巩赶赴北京，用另一种方式完成心中“救死扶伤”的愿望。

6 月 1 2 日 上 午 8 点 在 ， 来

自邯郸的80后女会计亚丹（化

名），在河北一家医院完成捐献

造血干细胞，挽救重庆市某医院

一名白血病患儿。

1988年出生的亚丹性格开

朗，乐于助人。对会计工作认真

负责。2014年6月，刚参加工

作不久的她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2015年底，正在上班的她

接到河北分库工作人员电话，听

到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捐献，挂断电话后，她激动地对同事说：

“我中大奖了，可以去买彩票了。”

然而家人却对她的决定充满担忧。“家里人当时的态度有些抵触，一直担心我，怕对我身体

造成伤害。后来我在网上找资料，找到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帮我一起给家人讲捐献知识，最终说服了

家人，我觉得尽自己一点点力量就能挽救他人生命，付出是值得的。”捐献后，亚丹在微信上写

到：“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生，平凡的我做了一件平凡的事情，但是很有意义！”

为了素不相识的患者，她倾力相助，让自己爱心成为灌溉他人生命之花的玉露琼浆。大爱无

言，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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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热血锻造的青春，是首多么壮丽的诗篇。

喀什地区志愿者赴京捐献 演绎另一种“救死扶伤”

新疆喀什地区红十字会·张丽娟

用爱心灌溉生命之花
河北分库·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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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点亮生命的烛光

“当我知道对方是个只有两岁的小男孩时，我马上想到了我的女儿，都是父母的骨肉，该有

多心痛！如果我的帮助能拯救小男孩的生命，我愿意捐献我的造血干细胞！”6月7日上午，四

川第10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李女士在完成捐献后这样说道。

李女士从读大学开始就一直坚持无偿献血，至今献血量已达近2000毫升。在得知自己与小

患者初配相合后，她与丈夫及双方的父母商量，并主动咨询医生，在深入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流程后，立即联系四川分库工作人员，表示愿意捐献。在她的心里，一直都有着满满的爱心。单

位领导得知她是捐献救人，也表示大力支持。从注射动员剂开始直到完成捐献，丈夫和女儿都一

直陪在她的身边，工作人员也不断为她打气、鼓劲儿。

因为李女士的无私大爱，小患者生命的烛光被点亮，孩子的父母委托工作人员带来一封感谢

信和一份小礼物。“天使般的小姐／女士，衷心感谢您的无私援助！…我们的孩子是不幸的，但

幸运的是因为您最纯洁的爱心伴他同行，您的捐献给予了我们一家人战胜病魔的勇气！…”读起

这封感谢信时，李女士说：“没有什么，只要那个小孩能好起来，我的这点付出就值得了。”

危情速递 生命的延续
广西分库

近日，广西的一家医院上演危情速递，场面惊心动魄，感人至深。2015年11月，一名患

重型地中海贫血儿童，通过中华骨髓库成功寻找到合适的供者，通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即将于

2016年5月底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就在患儿按计划，进入无菌仓做移植前预处理的时候，

院方和患儿家属却接到消息，原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因多方面的原因，无法进行捐献。手术将被

迫取消。消息传来，对大家无疑是晴天霹雳。由于患儿处于移植前预处理阶段，免疫力几乎为

四川分库·姚介

捐献者李女士捐献后（左二）手捧鲜花和家人、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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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患者家属为广西分库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2016年6月6日，在医院血液科

的采集床上，躺着一位漂亮的女孩

儿——她就是北京分库第251例捐献

者火儿。

今年21岁的火儿就读于中国戏

曲学院。2014年已经大二的她，在

爸爸的鼓励和带动下开始参加无偿

献血并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爸爸

告诉她：在将来的某一天，你的选

择说不定可以帮助一个人。

青天明月似君心
北京分库·李涛

零，体内原有的血液细胞最多只能维持6天生命。面对这种危急情况，医院立即联系了中华骨髓

库和广西分库，分库领导高度重视，立即连夜派出工作人员为患儿寻找新的志愿捐献者。

经过不懈努力，好消息终于传来了，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位在广东工作的志愿捐献者，入库

数据信息与患者匹配！可是该名志愿者在入库时的地址和通讯方式已发生更改，暂时无法取得联

系，就在大家近乎绝望的时候，广西分库的工作人员通过种种努力，联系到了志愿捐献者，并把

目前的紧急情况告知于他。

得知情况，志愿捐献者立即答应全力配合，愿意完成这一次堪称与生命做赛跑的捐献。短短

7天，患儿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在危急情况下，在中华骨髓库、广西分库、广州军区总

医院、深圳市高分辨实验室以及各级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这位在广东工作的志愿捐献者成功

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使小患儿在手术床上度过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六一”儿童节，重新点燃

了生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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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大学生的捐献记

5月23日来自于梅州的小丘在广州一家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小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

大学生，5月28日是他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这段时间大多数同学都选择在学校为毕业答辩紧张备

战。但这个青春帅气的大男生，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广州，为捐献救人做准备。

小丘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无偿献血时便加入中华骨髓库，他说宿舍六个人有三个都成为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但至今与患者配型成功的就他一个。父母亲对于小丘捐献造血干细胞也

不是很了解，但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过来救人的，也很是支持。捐献当天为了让父母放心，小丘特

地请工作人员拍了照片发给父母，让父母知道只是从血液中提取造血干细胞，而不是抽取骨髓，

好让他们放心。

问起小丘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感想，小丘说：“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的确，越来越多的人

觉得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是一件很普通平常的事，没有过多华丽的言语去修饰，大家都只是在做

力所能及能帮助他人的事而已。

广东分库

令火儿意外和激动的是，那件“说不定”的事儿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捐献造血干细胞，挽

救别人的生命，火儿说：这是件幸福的事儿。整个捐献过程轻松愉快，笑声不断。火儿时不时问

前来探望的朋友：“嘿，我的头发乱了吗？我的妆花了吗？我今天漂亮不漂亮？”她的班主任打

趣说：“今天的你，无论变成什么样，都是最漂亮的姑娘。”

采集当天，火儿所在学校的书记、同学们和丰台区红十字会相关领导前往医院探望并慰问。

“圆满光滑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这个如月亮般美丽的姑娘啊，感谢你用自己的善

良、爱和付出成全了世界上另一个角落里的希望和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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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黄山市红十字会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联合黄山微公

益，深入屯溪区五福街社区开展了以“我们的六一，关爱白血病儿童”为主题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知识推进宣传快闪活动。

共计60名左右志愿者参与此次宣传，汪紫昕小朋友独唱的一首《虫儿飞》拉开了整个活

动。快闪而不快，现场除了节目演出，还穿插了互动知识问答，方便让大家更好的了解造血干细

胞捐献知识。中华骨髓库第45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李妈妈也来到活动现场，这位双胞胎妈妈

还亲自准备了5份儿童礼包作为此次知识问答的奖品。黄山市红十字会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

多的人正确深入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加入中华骨髓库，携手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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