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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浙两省管理中心
同天实现第300例捐献

2016年8月30日，河北省王先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捐

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外籍小患者生命。自此，中华骨髓库河北省管

理中心产生了第3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

志祥、河北省红十字会秘书长任献强、河北省管理中心主任陈日新专程

前往慰问。

王先生说：300例成功捐献，意味着300个生命获得重生。希望患

者能够尽快康复，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把爱心传递下去。

同天，中华骨髓库浙江省管理中心第3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顾女

士在浙江省中医院顺利完成捐献。浙江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

长高翔看望顾女士，并为她颁发了《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志祥（中）为捐献者王先生颁发荣誉证书

组织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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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3日，云南省管理中心13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昆明一家医院成功完成捐

献。捐献者海超，一名充满正能量的85后小伙。2015年加入警队，成为所在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技术中队的一员。热心公益事业的他从上大学起就参加无偿献血并一直持续到现在，2010

年，刚从警校毕业的他主动到医院进行血样采集，成为了当时开远市的第一批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捐献者。

2015年末，海超与一名3岁患儿初配成功，之后的高分辨配型、体检对海超而言，有种激

动又焦虑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入库就像买彩票，配型成功好比中了奖。”终于，在今

年8月14日正式接到了捐献通知和采集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海超感觉心里踏实了，充分做

好了思想上和体能上的准备。

8月23日，历时4个多小时，海超共捐献了155ml的造血干细胞。云南省红十字会潘晓玲副

会长到对海超进行了授奖和慰问，对他热心公益的大爱行为进行了赞扬和鼓励，海超的家人及

工作单位也全程安排人员进行了陪同。一条生命将被挽救，一个期许的愿望终于实现，这样的

一次行为，不仅是一次爱心的传递，更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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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救人正能量！为这位好警察点赞！

云南省管理中心·阳松

41岁的顾女士近期在为“生二胎”做准备，当

得知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全相合后，“高龄

备孕”的顾女士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推迟生育

计划，优先捐献救人。

顾女士说：如果我不捐献，患者治愈的希望非

常渺茫。我也是一位妈妈，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中华骨髓库省级分库中，河南、江苏捐献造血

干细胞先后突破500例；山东、广东捐献例数先后

超过400例；广西捐献例数超过200例；四川捐献

例数超过100例。每一次“破百”，都是中华骨髓

库建设发展的里程碑，更是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

铸梦石。

浙江分库第300例捐献者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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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

——记北京分库第259例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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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管理中心·李涛

 “作为在医院工作的我们，对

生老病死见的多了，尤其是死亡。

以至于一个患病的孩子，会给一个

家庭带来太大痛苦，我们都能感同

身受。正因为这样我们更理解生命

的意义。对于这次能救人一命的事

儿也算行善吧。”2016年8月26

日，在医院采集室里木杉和工作人

员聊起了他这次捐献的动力。

2009年元旦，木杉在街头献血

时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此前，

他已有了多次的无偿献血经历。当时他通过诸多报道和工作中的见闻得知血液病患者数目惊人，尤

其以孩子居多。他想，今天的这个决定，如果将来能挽救一条小生命将是莫大的幸运。就这样，带

着这个希望他恋爱、结婚、生子……直到2016年2月的一天，他接到了来自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

的电话。他才意识到，7年前的那个希望也许要变成现实了。

捐献当天，北京管理中心库领导，木杉单位的同事、领导到现场探望和慰问。

感谢你小伙子，感谢你用承诺扛起生命的重托；感谢你用奉献把美好传播；感谢你用善良哼

唱一首最动听的歌。

同样感谢你们，用一首歌的时间，听我们讲述这个关于生命的故事，给人希望，给他赞颂。

32岁的海燕在护士岗位上已工作了13年。今年6月份接到红十字会配型成功的电话通知时，

海燕既紧张又激动，却没有丝毫犹豫，尤其当她知道对方也是一名十多岁的孩子时，她说，“我是

名儿科护士，也是位母亲，我知道孩子生病时母亲有多焦急和揪心，救死扶伤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

的天职，我相信任何一位医务工作者都会和我做出相同的选择。”初步配型成功后，海燕积极配合

高分辨采血样检测并如期进行体检，确保身体各项指标正常，符合捐献标准。

世界这么大 只有我能救他
山东省管理中心·赵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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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迎来本市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山西省管理中心·左彤

2016年8月17日，来自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的魏先生顺利完成捐献，成为了市首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山西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白冰、朔州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梁玉英、秘书长赵霞等

一行看望慰问并授予魏先生“山西省红十字会荣誉会员”称号，表彰他参与公益、奉献爱心、拯

救生命的高尚行为，并对他挽救白血病患者生命的爱心和善举表示感谢。

海燕说，早在2007年加入中华骨髓库时就随时准备着，只想帮助病床上的患者重获新生。但

当真的配型成功了，家人还是会有顾虑。

海燕父母身体不好，最开始她只把捐献的消息告诉了丈夫、哥嫂和公婆。在公婆眼中，海燕这

个儿媳妇堪比亲闺女，担心对身体有影响，而且儿媳妇还有生二孩的计划，起初老人不太同意，海

燕耐心做工作，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自己的母亲。老人以为自己闺女生了什么

病，十分紧张。海燕赶紧打电话给母亲进行了解释和宽慰。

8月17日，在丈夫的陪同下，海燕出发去医院作捐献前期准备。临行前，所在医院为她开了欢

送会，面对同事送上的鲜花和领导们的鼓励，她说：“能有机会践行自己作为志愿者的誓言，我感

到万分荣幸，在这项爱心事业中，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这也是自己人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事，作为

医务人员应该带头捐献，鼓励让更多的人参与这项爱心事业。”

8月22日上午，海燕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她说：“世界这么大，只有我能救他，而他今后

也会变成千里之外的亲人，我感到特别幸福。希望孩子早日康复!” 

捐献当天，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德州市红十字会会长祁玉忠，德

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赵连智等专程前往医探望，并邀请媒体对海燕的事迹进行宣传，在传播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消除误解，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队伍中

来，共同进行生命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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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冰副会长问起魏先生捐献感受时，他

说：“没有什么不适，和无偿献血的感觉差不

多，只是时间比那个长。这次捐献，我觉得没有

什么特别的了不起。在新闻报道中，我看到很多

救助白血病患者的案例，2014年6月，我在无

偿献血时登记成为中华骨髓库志愿者。献出一点

爱，就能挽救一个青年的生命，挽救一个家庭，

这正是红十字会给了我一个帮助他人的机会。”

魏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常年在怀仁县

生活、工作。 “入库才两年，没想到能配型成

功。”憨厚朴实的魏先生说，“很多人觉得捐献

会影响身体健康，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

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和老婆一说，她也同意”。

血融于情，带着浓浓爱心的造血干细胞，已于8月17日当晚运抵北京并移植到患者体内，为患者

送去了生的希望。

广西两名医护工作者的捐献接力

广西省管理中心

今年8月份，广西省管理中心有两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巧合的是，他们都是常年奋战

在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

第210例，小黄，职业：护士

“以前听说抽骨髓觉得很可怕，成年后了解到其实就是捐献造血干细胞，很简单，所以就入库

了”。2013年6月27日，来自桂林的护士小黄在单位集体献血活动中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那一年她

才19岁。据她回忆，当天和她入库的还有另一个人，当时并未想到“中奖”的是自己。 

8月12日上午，在柳州市一家医院的病房里，22岁的小黄在好同学好闺蜜的陪同下顺利捐献。

第211例，韦先生，职业：医生

10天后，同一间采集室，又迎来了桂林市某医院31岁的韦先生，平日里韦先生是“生命健康的

守护者”，和病人一起面对疾病、精神和未知的考验，在争分夺秒中，竭力通过精湛的技术和良好

的人文关怀帮助病人寻找生的希望。如今，他带着紧张又轻松的心情，做一件特殊的事情：为一名

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别样的方式，继续践行他身为医生就要治病救人的职责和使命。

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一事，韦先生夫妻二人都显得很淡然，并不认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

情，“医者仁心”在他们挂满笑容的脸上映照得特别生动、可爱。

与当时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一样，在与患者配型成功并体检合格后，韦医生义无反顾做出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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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对家住辽宁省葫芦岛

的农村小伙子小卢来说，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2010年，小卢的父亲身患重病。在为父亲治病

的过程中，小卢得知医院的血源紧张，很多患者不

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这使他萌生了参加无偿献血的念

头。当他到血站进行献血的时候，血站的一张宣传海

报吸引了他。

那是一张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海报。从父亲

治病的经历，小卢深深体会到作为患者家属的那份焦

急和渴望。于是，他在献血的同时留存了一份血样，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也不知道能不能

有人跟我配型成功，就是决定这样做了，希望有一天

能帮到那些病人吧。”小卢回忆说。

2016年5月9日，抱着刚出世的女儿从医院回到

家里没多久，小卢接到了葫芦岛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与一位美国患者配型成功，

问他是否同意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他当即表示同意，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想的很简单，也没想病

人是哪个国家的，就是觉得这是救人一命的事情，不能犹豫。

早在采样入库之初，小卢就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面对捐献也是一颗平

常心。可是，当他把这件事告知家人时，他的母亲和妻子有些害怕。父亲去世后，小卢就是家里的顶

梁柱。“你捐献救人是好事儿，可是万一捐献完你身体受影响了，这个家可怎么办呢？”对于母亲和

妻子的担忧，小卢是理解的。但是救人，也是不能耽搁的。小卢一边配合着红十字会的安排进行高分

辨配型、体检，一边用自己从媒体上了解到的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为母亲和妻子进行普及，葫芦岛市

一份送往大洋彼岸的珍贵礼物
辽宁省管理中心

的决定。“我是医生，我会救他。但这一次我又不是医生，而是志愿者，通过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

式，与他共同抗击病魔。回去后我将更加有动力做好本职工作，也希望躺在另外一张病床上的他能

够勇敢地坚持下去，祝他早日康复。”

据中华骨髓库广西省管理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在广西目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211例志愿

者中，有25人是医护人员，占到总人数的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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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诠释爱的奉献
上饶市红十字会

8月8日上午，来自上饶鄱阳的90后志愿者林林在北京成功捐献65毫升的淋巴细胞，并郑重交

接给比利时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利时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赞林林是最漂亮、最勇敢的小姑

娘。林林的成功捐献，创造了江西省捐献干细胞的“三个第一”：江西省第一位涉外捐献者，第一

位涉外二次捐献者，第一位捐献淋巴细胞的捐献者。

今年2月份，还是学生的林林曾到北京为一名远在比利时的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但因各种

原因，比利时的患者在康复过程中急需相匹配的淋巴细胞，于是捐与不捐的问题又摆在了林林的面

前，当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询问她时，林林再一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林林的第二次捐献成功，用行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诠释了爱的奉献。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到他家中进行耐心的解释。终于，母亲和妻子打消了顾虑，变担忧为支持。

8月8日、9日，小卢在北京分库领导以及北京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关心下，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的

捐献，成为辽宁省葫芦岛兴城市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第一人。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大洋彼岸的患

者，希望能为患者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

爱无国界！希望这份生命的种子是纽带，在两国志愿者间架起桥梁，把“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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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之家给了他大爱情怀

记陈馆长和她的爱心大家庭

工程师阿坤是一名80后。在18岁生日当天，他为自己打造了神圣的成人礼—在外婆妈妈和

大姨的陪同下来到华强北捐血站献液，同时签署了《中华骨髓库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且

留存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阿坤做出这样的选择，与家庭氛围密切相关。他出生在一个大爱之家！他的大姨是深圳市无

偿献血队伍中的“佼佼者”——小青姐，95年至今捐血238次，义工时间超过5000小时，但她

心中有些许遗憾，自2000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多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与自己配型相合的患者。在

平时，只要有造血干细胞捐献，小青姐一定会早上4点起床，炖好营养的汤羹，做好美味的营养

早餐，送到捐献者的床前，她的朋友圈经常有我们捐献者的事迹；阿坤的外婆80岁高龄坚持抽

空和女儿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及造血干细胞采集陪护；阿坤的母亲也多次献血，并且和小青姐

一起参加到无偿志愿服务中来。

在大爱之家的熏陶下，在外婆的谆谆教诲下，母亲细心培养下，阿坤从小养成意志坚强、乐

于助人的性格。每每从大姨、妈妈、外婆口中听到这些捐献者的爱心故事，内心受到极大触动，

自己也非常敬佩这些勇敢的人，捐献救人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更加坚定。

46岁的宁化县博物馆陈馆长，从2002年开始献血，迄今已献出成分血2200ml，并于2011

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可贵的是，陈馆长家中多人是献血志愿者，外甥和自己一样是一名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儿子则是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为了当天的捐献，陈馆长准备了近一年。这期间，由于患者的病情不断变化，她前后经历了

3次体检。“每次体检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但这点麻烦算什么，那边是一个小生命啊！”陈馆

长说。接到了初步配型成功的通知，全家人都欣喜不已，“我们加入骨髓库，就在等着能救人的

那一天”。

 “不少人因为不了解而害怕捐献，但我们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捐献造血干细胞除了在注

射动员剂时，个别人会出现腿麻等现象，稍事休息即可，对健康没有任何损害。”陈馆长的外甥

说。协和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杨婷介绍，公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仍有很多误解，认为是直接抽取

骨髓，实际上只是抽取成分血。通过血细胞分离器把造血干细胞分离出来，其他成分还是会回到

捐献者体内。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捐献者健康受到伤害的案例。

8月8日8，陈馆长在采集室完成了近4个小时的捐献工作。当天晚上7点，150ml的“生命种

子”被迅速送往医院，挽救一名两岁半的白血病患儿。

深圳工作站·张宏

福建省管理中心·谢婷 王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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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鹰潭市一名80后的小伙子在湖南长沙的医院造血干

细胞采集中心完成捐献，他的爱心化作拯救生命的大爱，为一

名3岁白血病患儿带去了重生的希望。

艾先生是林场的一名普通职工，今年31岁，在2008年单

位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中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去年12月份，他

与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当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电话问

他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时，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但艾先

生的母亲心疼儿子，担心捐献会有损健康，提出了反对意见。

为能实现捐献，艾先生耐心地开导母亲：“我在网络上查阅了

大量有关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知识，并多次咨询相关专家，捐献

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而且还能救人一命，何乐而不为

呢。”最终，他得到了母亲及全家人的支持。

“我愿意！”2016年1月，他作出了

一个特别神圣且非常有意义的决定，他要为

一位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电话

他等了14年。曾以为自己的血液信息会在

中华骨髓库里一直沉睡下去，没想到，终于

配上了！当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时，全家人

都和他一样激动，在随后进行的高分辨检测

和身体检查中，更是全程陪同。阿坤妈妈

对儿子的行为也是特别的支持，从开始打

针，就一直陪伴在儿子的身边。

在捐献当天，阿坤精神饱满，身边被

鲜花簇拥。年近80的外婆，早上7点多就带着鸡汤赶到了医院，在香港的小姨妈和姨夫也特意从香港赶

过来，为阿坤打气加油，充满爱的一家人共同见证了这个光荣的时刻！小青姐说：我很欣慰。

深圳市血液中心朱为刚主任、卢亮书记及阿坤所在公司领导前来看望。阿坤用爱心铸就了一段崭

新的生命，用无私奉献为一位血液病患者续写了生命篇章，用“平凡中的伟大”倾注了对生命的深刻理

解与无限关怀，就像一束亮光，以责任、友爱、无私奉献的优秀品德，托起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城大爱
——鹰潭市2016年首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

鹰潭市红十字会·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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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宁夏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举办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到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血液科慰问白血病患儿，参观宁夏血液中心，回顾“感动宁夏2015年度人物颁奖盛

典”，让志愿者们真切感受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伟大和光荣。捐献志愿者代表、志愿服务队骨

干、宁夏红十字会工作人员50余人参加活动。

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科，24名白血病患儿天真无邪的笑脸深深打动着志愿者们的

心，他们给小患者们送上精心购买的小礼物，并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搭积木游戏。爱的礼物、孩子

们的笑脸、鲜艳的红十字，勾勒成一幅和谐的画面，深受感染的家长们也露出了欢快的笑容，其

中一位志愿者动情地说：“看到你们，我们就看到了希望，我也要像你们一样，把爱的希望传递

出去，让这个世界少一些痛苦，多一点快乐。”    

慰问活动后，宁夏造血干细胞分库组织了专题培训，并与志愿者们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志愿服

务工作质量进行深入讨论交流，总结梳理好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制订未来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

2016年7月底到8月初，江苏省管理中心在徐州和南通分别举办了苏北5市和苏南、苏中8市

培训班，全省共120多位区市红十字会专职干部和县（市、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参加，江苏

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徐国林参加了南通的培训班并讲话。

 本次培训班主要目的是统一认识、查摆问题、夯实基础。首先由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对江苏

省在2015及2016年上半年采样和再动员后期工作情况作了总结和分析，随后听取了各县市区在

造血干细胞工作情况，了解基层工作中亮点、困难和存在问题；最后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新改版的

捐献工作流程，以相关案例加深对一些重要环节的把握，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作解答。通过培

训交流，达到了凝聚共识、取长补短、共同促进的目标，同时也对领导提出的四个意识“价值意

识、质量意识、宣传意识、服务意识”有了深刻的认识。

心相连 爱相“髓”

江苏省管理中心举办全省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培训班

宁夏省管理中心

江苏省管理中心·丁玉琴

捐献后，艾先生笑着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善事，一件普通的事。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救

他人一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乐意这样做。”他的话语平淡，却令我们动容。

鹰潭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黄小红为艾先生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荣誉证书，

祝贺他成为鹰潭市2016年首例成功捐献者时。他激动地说：“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一项公益事

业，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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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乡村宣传

镇江市红十字会·贾建芬

“我们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我们为能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而自豪和骄傲，我们期待大家能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是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们向市民说的最多的话。

近年来，镇江市红十字会积极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走进高校、企业、社区、农

村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参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截止目前，镇

江市已有1万余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实现捐献54例，分别占全省的10%和10.6%，成为全省第

三个捐献突破50例的城市，为文明城市建设和大爱镇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延续生命的奇迹”

——走进镇江新区平昌新城社区集中宣传采集活动

2016年8月20日，镇江市红十字会联合镇江新区文明办、新区

团委、新区网在镇江新区平昌新城社区开展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用

爱延续生命的奇迹”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一大早6:30就看到

红十字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他们搭舞台、搭帐篷，为活动做着一系列

准备。9:00不到，许多爱心市民冒着酷暑、顶着骄阳来到采集现场咨

询相关捐献知识，志愿者们宣读了倡议书，捐献者姜长宝向大家介绍

自己的捐献历程和心得，大家纷纷伸出手臂留取8毫升血样，踊跃加

入中华骨髓库。

 

  “我捐献，我快乐”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走进句容宝华开展乡村宣传

2016年8月27日，市红十字会联合句容市红十字会、镇江爱心联盟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走

进句容宝华开展乡村宣传。宣传现场，捐献者们用自己的亲身

感受和捐献历程向来到宝华山游玩的游客和宝华镇政府的工作

人员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普知识。活动现场得到了爱心市

民积极参与，有8爱心人士留存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

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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