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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2016年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
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组织教育部

2016年12月8日至9日，中华骨髓库2016年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交流会在北京召

开。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孙志祥、副主任刘维新、总库和省级管理中心代表、志

愿者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大会上孙志祥介绍了中华骨髓库2016年工作概况和2017年工作思路。河南省大

河报高级记者蔡君彦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红十字会宣传工作中的题材挖掘与新闻写作

培训。志愿服务总队副队长唐子文讲授了志愿者运送造血干细胞培训课程，志愿服务

总队副队长袁星作了志愿服务总队2016年度工作报告。总库组教部刘姝作了新媒体宣

传的经验交流。

本次会议还对志愿者保留进行了专题研讨，山西、河南、上海、广东、河北、湖

南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代表分别就在志愿者保留工作方面的经验从不同角度做了大会

发言。与会代表围绕中心议题，就大会发言、中华骨髓库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和今后

的工作理念及展望规划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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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这一天。”12月15日，张志恬在微信里发出一条期盼已久的朋友圈信息。这一天对她来

说等待了十年。从10年前成为江西省红十字会下属的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江西省管理中心（以

下简称“省管理中心”）的一员，她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实现一次造血干细胞捐献。当天，她了却了这桩

心愿，成为江西省第6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早在今年9月，张志恬就得知，经过初筛自己的血型与一名病患初配相合。“但是这只是第一

步。”初筛通过后，捐献者还要进行“高分辨”检测、体检等更为精准的检测步骤，才能确定真正符合

为患者捐献的条件。直到11月，通过重重“关卡”的她终于确定可以捐献。

由于自己从事造血干细胞捐献管理协调工作，张志恬在正式捐献前对捐献的过程比较了解。“我

提前一周就来到进行捐献的医院，是因为要进行几天的身体‘动员’。身体“动员”的意思就是通过注

射“动员剂”，让自己身体里的造血干细胞更加“充沛”，等到正式捐献时可以有足够的量供给出来。

“到了长沙后，我每天要去两次医院打两针‘动员剂’，前前后后要扎十多针。”张志恬详细为笔者讲

解，“正式捐献那天一早就要去医院，做好各项准备后，将会有约4个小时的‘抽血-输血’过程，整个

身体的血液要被循环约2遍。”张志恬还告诉笔者，这是捐献的最关键时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

血液里的造血干细胞通过血细胞分离机分离，提取出的造血干细胞将会输入患者体内。

“这个过程并不可怕，就和机采血小板差不多，只不过时间长一些。”12月14日，面对即将到来的

正式捐献，张志恬很坦然，她唯一紧张的是捐献前身体不要出问题，“这之前如果生病，导致免疫力下

降，那么很可能无法按时完成捐献，所以我这几天特别注意，毕竟有个人等着我去救命！”

笔者还得知，今年32岁的张志恬原打算生二胎，但当得知初配相合，她便暂停了备孕计划。“虽然

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想到能够挽救别人的生命，这些真的都很值得。”

“历时三个月，终于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全过程，心情很愉悦！”12月15日下午，捐献成功后的

张志恬再次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条内容。“我人生的一大心愿实现了！”相比其他志愿捐献者，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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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许卓

捐献“业内人” 十年终圆捐献梦
——记中华骨髓库第二名在职工作人员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孙志祥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华骨髓库在明年以及今后的主要工作思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较大幅度提高捐献量为核心。以加强志愿者动员和保留，提高有效库容和库容使用率为

重点。以升级业务信息系统，提高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为手段。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

服务能力为基础。以有效发挥资料库和样本库的独特优势，提高学术与科研水平为增长点。

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华骨髓库将取得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数首次突破800例的良好成绩。

为此，孙志祥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大家能够携手共进，按照既定思路，朝

着既定目标，为开创造血干细胞事业发展的新局面，造福全球患者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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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为张志恬加油

恬的捐献还多了一层意义——对自己所从事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006年

毕业后进入刚成立不久的江西省管理中心工作。她还记得自己加入“中华骨髓库”的日子——2007年5

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入库的初衷也很纯粹，“作为一名从事捐献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志

愿捐献者，时刻为捐献做好准备。”

10年来协调过无数捐献事宜，亲身经历、见证了江西省从第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到第59例捐献的历

程。张志恬坦言，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她也经历过一些失望：有些人得知初步配型成功后就会改变捐献

意愿，这其中仍有对捐献的误解，认为会伤害身体。她希望用实际行动证明，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没

有伤害，而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更想以身作则呼吁更多人加入捐献行列，给更多患者希望。

由于自己是“业内”人士，也经常给家人做捐献知识的分享和宣传，使家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认

识更为理性、科学，他们一直都很支持张志恬进行捐献。“配型成功后，我只是在一次回家吃饭时非常

轻描淡写地跟我父母说了一句‘我配型成功了，打算捐献’，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说：‘那

你捐呗’。”

如今，捐献成功的张志恬显然是当之无愧的捐献“发言人”，“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只是捐

献之后的一周内尽量不要做剧烈运动就行。”她还告诉笔者，之前江西省的59例捐献者也未因此出过任

何身体状况。“希望大家摒除误解，在入库时深思熟虑，一旦配型成功就义无反顾完成捐献，因为那一

头连接的是患者对生命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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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益遇上“互联网+”，会擦碰出怎样的火花？
辽宁省管理中心

2016年10月末，由中华骨髓库辽宁分库与腾讯•大辽网合作，在微信公众号的基础上研发的在线

申请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开始投入使用。

辽宁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大队组宣部的志愿者参与并配合项目研发过程，在手机端

操作系统的页面设计、操作流程制定和登记内容的审核方面都提出了切实的意见和见解，并进行先期的

体验和反馈，确保了在线系统顺利完成和启用。

此项目把申请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整个流程从线下搬到线上，避免了人为录入的差错，减少了

骨髓库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大大缩短了申请流程。是互联网+公益的一次完美融合。

原来申请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需要先填写两个调查问卷、两个表格、一个捐献同意书，两个信

息登记表，一共4页，全部需要手写。填写完需要贴上采样码去抽血，完成血样采集。骨髓库的工作人

员需要把志愿者填写的这些信息录入电脑的系统里。

研发在线申请捐献登记系统以后，志愿者只需在手机上填写所有信息，填写完毕抽血。骨髓库的工

作人员只需要把所有信息一键导入到后台即可。

手机端系统操作，做到了不让操作者多操作一步、多输入一个字。能让志愿者选择的信息不让

志愿者手动填写，能自动拉取的信息不需志愿者手动填写。避免了手写造成的字迹难以辨认、信息无

效。减少了骨髓库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省库工作人员处理志愿者登记申请的效率。志愿者填写

问卷由原来的8个步骤变为现在的6个步骤，工作人员处理志愿者申请由原来需要40分钟，现在只需10

分钟完成。在线申请系统自投入使用以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在全省各市广泛推广。    

手机端在线申请系统在界面美观程度、用户体验、申请流程、实用性方面均达到了全国领先水

平。 并且顺应了时代需求，迎合年轻人普遍使用智能手机的现状，互联网+公益新模式，让公益触手

可达，给捐献造血干细胞这项公益事业带来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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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
齐齐哈尔市分队成立

黑龙江省管理中心·付伟平

齐齐哈尔市从2004年开始，开展造血干细胞入库工作至今，已有1万多人份报名加入中

华骨髓库。2010年至今已有10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他们的爱心不仅在中华大地传递延

续，还实现了跨越大洋的善举。

经黑龙江省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考察，齐齐哈尔市在黑龙江省造血干细胞宣传、招募、

采集等活动都是在前列。为了更好地宣传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

队，实现加入时的庄严承诺， 黑龙江省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决定，11月26日在齐齐哈尔市成

立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齐齐哈尔市分队，会议现场黑龙江省造血干细胞管理

中心主任宣布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齐齐哈尔市分队正式成立，将队旗授予

齐齐哈尔市分队，并宣读任命，齐齐哈尔市成为黑龙江省第一支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分

队，会议当天黑龙江省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大队大队长给70名志愿者进行了系统培训，

70多位齐齐哈尔市、辖区志愿者就像种子，覆盖全市各个角落，传播正能量。

 黑龙江省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希望齐齐哈尔市中心血站和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们紧密配

合、形成互补，继续开展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招募、志愿服务等活动，不断进取，创

造出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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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至25日，江西省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议暨业务培训班在南

昌举办。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袁才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红十字会

办公室主任主持会议。

袁才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2015年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取得的成绩，指

出了我省与先进省分库相比存在的差距，对下一步如何做好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提出了六点要求：一是搞好宣传动员 ；二是抓好血样采检；三是录好入库资

料；四是做好供者服务；五是用好专项经费；六是练好工作本领。

会议表彰了2015年度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江西省分库优秀工作站。

省干细胞库管理中心主任报告了2015年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情况，部署了

下阶段具体任务。省内HLA组织配型实验室负责人就血样采集寄送规范进行了授

课，省干细胞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就供者服务的操作流程对代表们进行了培训。

与会代表就如何做好志愿者保留工作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代表

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凝聚共识、振奋精神、提升能力的会议。

全省11个设区市红十字会干细胞库工作站的同志和志愿工作者骨干共30余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及培训。

江西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议暨业务培训班举办
江西省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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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这个全球志愿者特别的日子，安徽淮南一位普通矿工用他默默的奉献、无私的大

爱、火一样的热情完成了一份加急的生命速递，唱响最朴实最大义的捐献者之歌。他便是安徽第

10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龙旗。

·有爱的一家人

龙旗是一名煤矿职工。2014年5月，全家人陪他一起在地下商业街爱心献血屋献血时留取血

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10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给龙旗打来电话，“您与一

名白血病女孩初配成功，对方病情十分危急，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不知您是否愿意为小患者捐

献造血干细胞。”听到这个消息，龙旗回答得很干脆：“我当然愿意！”但是当他将决定告诉妻

子时，妻子有些担心。为了打消妻子的顾虑，龙旗带着她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与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们交流，看着捐献者个个健康阳光，善解人意的妻子释然了，鼓励丈夫做得对，并表示全程陪

同捐献，为丈夫打气加油。父母得知儿子要捐献有点犹豫，夫妻俩耐心地做工作。善良的父母看

到儿子的坚持，再想到患者对生命的期盼，再也说不出半个不字，唯有从行动上坚定地支持。

·工作勤恳 待人真诚

龙旗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决定在同事们看来绝非偶然。在大家的眼里，乔龙旗平时话不多，

为人朴实、低调。但他工作勤奋肯干，不拍吃苦，被单位评为爱岗敬业的标兵、视企如家的模

范、十佳青年模范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热心的他只要听到哪里受灾，哪里有难都要帮上一把。

单位组织集体献血，他每次都积极参加。热爱公益的他一直坚持献血多年，已献血十多次，累计

2000多毫升，在他的影响下爱人也和他一起坚持献血。

·别样的兄妹情怀

2016年12月5日，龙旗用了3个多小时，为患者捐献了18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医院

协调员带来了患者的感谢信，“因为您的热心和鼎力帮助，使我走到了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日

子，我即将移植您的造血干细胞，让我能够再一次用青春的笑脸去迎接生命的春天”。朴实、少

言的龙旗很感动，不顾刚刚采集完胳膊的疼痛给患者回信。“小妹妹：很幸运通过这种特殊方式

相识，希望你能积极治疗，早日康复！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坚强！”简短缺不失厚重的信件

也随着这份生命火种一起速递！点亮了患者灰暗的天空！

加急的生命速递
安徽省管理中心

龙旗一家围看患者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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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2日，在“网购达人”为这个特殊的日子雀跃时，海军总医院采集室内却有另外两个

人，为素不相识的两条生命即将得到新生而欢呼。这天，北京分库第267例、268例捐献者在这里留下了

一首动人的歌，那歌声承载着对生命的承诺，对生活的希望。

·只为等待与你相遇

2007年7月的一天，27岁的麦苗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北京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之家，他们为

更多血液病患者可以得到生的希望，普及、传播造血干细胞知识；关心、关爱血液病患者尤其是白血病患

儿。这之前麦苗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敬老助残、孤独症孩子的社会融入……直到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这个大家庭，她忽然感到：自己找到组织了。加入之家的那年她也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

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时间飞逝，这期间麦苗结婚、生子，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家庭。直到2016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她接到

了来自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的电话，9年前报名入库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麦苗说：“原来无论身份怎么

变化，那郑重的承诺都不会消失。”对于这次捐献，作为同是之家相识、相知、相爱的丈夫给予了最大的

理解和支持。麦苗说：“老妈开始知道我要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事的时候，既不支持，也没有强烈反对。

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讲解，老妈虽然还是什么都不说，但天天给我准备好吃的，又把我养胖了3

斤呢……”

“人的一生中有大大小小的等待，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于麦苗来说，9年前当郑重的

在志愿者登记表签上名字的那一刻，她就一直等待着那份属于她的缘分，等着那个属于她的遇见，更幸运

的是，她终于等到了。

北京市管理中心·李涛

北京，因为有你们而精彩
——记北京分库第267例，268例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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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待此情成回忆

今年35岁的欢乐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是个开朗、热情的姑娘。作为拥有一双儿女的妈妈，

她更能理解一个孩子对于家庭的重要性。

2015年7月，欢乐在王府井献血车上参加无偿献血，期间听医护人员提起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这件事儿，而此前，她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这件事一无所知，在简单

的了解了捐献过程后，欢乐毫不犹疑的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她的想法也非常简单：既然是件

可以救人的好事儿，我想就做吧。更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仅仅过去1年多的时间，她的HLA分型

就和一位3岁的血液病患儿配型相合。得知这一消息，欢乐觉得很幸运。家人和单位对她的行为

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欢乐说：“有理解我的爱人和父母，有支持我的单位领导和同事，这些都

成为另一条生命延续的推动力，我想多年之后，当我回忆起这件事，留在心里更多的会是感动和

感恩。”

采集当天，麦苗和欢乐的家人、同事、领导，北京分库相关领导都前往医院探望和慰问。更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捐献者所对应的患者在同一家医院住院治疗，这也是冥冥中缘分的安排。

寒冬，因为心中有团热火而倍感温暖；

生命，因为有爱的守护而倍加生动；

缘分，因为懂得珍惜而终将遇见；

北京，因为你们的付出而更加精彩。

江苏省管理中心

这样的80后  这样的母爱

提起80后，很多人说她们已经成为过去式。因为现在是00后的舞台，可是我想说她

们不该被遗忘！当今社会的80后，承前启后，是当今社会上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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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5日这一天，是小杨第二次躺在血液分离

机旁，捐献淋巴细胞的日子。小杨来北京务工已经有好几个

年头了，30岁的年纪略显沧桑而持重。每周末往返于北京

和张家口之间，对于他来说北京就是他的第二个家，工作的

地方。虽然没有高学历也没有高收入，但是小杨却有着高尚

的情操和人格。18岁的时候，小杨在街头献血车上第一次

献血并留了造血干细胞的样本，没想到12年后，这个不经

意的行为确让他两次用身体去挽救一个14岁白血病孩子的

生命。

第一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是2016年的5月份，在接到我们

配型相合的电话和工作人员沟通后，他没有任何顾虑，当即

答应捐献。然而事隔半年，由于小患者的病情不稳定免疫力

低，需要第二次捐献淋巴细胞救治，小杨再接到我们电话， 

依旧是二话没说，即刻从张家口坐车赶回北京，第二天就实

施了捐献。

北京市管理中心·杨燕

你需要我 我就在这里

有一个人 她永远占据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个人叫母亲；有一种爱，它让你肆意索取享

用不求回报，这种爱叫母爱。当80后妈妈小伟面对未曾谋面2岁患儿，她展现了 80后的担当与母

爱的伟大。

12年前，小伟在南京读大学时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12年后，她已经是拥有一个5岁女儿

的年轻妈妈。经过12年等待，今年7月，小伟接到通知，她与一位身患免疫缺陷性疾病的小患儿

配型成功！经过家人商量后，很快答应捐献。

小伟对工作人员说：全国十几亿人，我们配上了，也是一种缘分。我女儿也非常支持我能够

帮助到一个小妹妹，我是一个母亲，当然要拯救这个幼小的生命。

12月6日，小伟在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捐赠160ml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捐赠过

后小伟对身边人说：等了12年，终于能救人一命，而且还是一个年仅2岁的小生命，我这个80后

全职妈妈虽然不工作了，但是我也能为社会做贡献。

同时，她把捐献照片发到朋友圈，并写道：原来网上说捐赠造血干细胞会疼，现在亲身体验

并没那么疼，只要安静躺好不要乱动，虽然时间久一些，但能救人一命真好！希望更多的爱心人

士能够加入捐献行列，让温暖延续下去。

  从始至终，小杨都很少说话，爱不需要华丽的语言，浮夸的辞藻，爱是用行动诠释的美好祝福与心愿，

爱是一种社会责任与心灵最柔软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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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上午，天气虽冷，山西某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洋溢着爱的暖流。来自太原的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小武，完成两年前的生命承诺，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山西省

第137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在采集现场，山西省红十字会授予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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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136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平带着家人也来到现场看望小武，

给他加油、鼓劲，传递爱的接力棒，并将捐献后一个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形象展现在了大家

面前。

小武讲到，2014年5月在太原无偿献血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转眼两年多过去，他几乎

都忘记了这件事儿。2016年6月，一个突然而至的电话一下子撞进他的生活，省红十字会的工

作人员告诉他，有一位血液病患者HLA分型与他相合，征询他的意见，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

细胞去挽救这位患者的生命。他毫不犹豫地答应：“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配合！”

捐献前按常规，需要注射细胞动员剂，目的在于促进造血干细胞大量生长释放到外周血

中。通常，打了动员剂之后，身体会有些不舒服，小武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但性格坚强、充

满爱心的他对亲人和朋友微笑道：“想起远方患者对生命渴望的目光，再看看这几天病房那些

顽强与病魔做斗争的血液病患者，自己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血融于情，带着浓浓爱心的造血干细胞，于采集当晚运抵北京并移植到患者体内，实现

捐献者武国锋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的愿望。我们看到了即将凋零地生命将焕发出新的光彩。此

刻围绕在身边的不光是鲜花和掌声，更有被你的爱心、善举感染的每一个人、每一颗激动的

心。当我们还在抱怨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丑陋、邪恶、不公时，别忘了生命中更多的是美好。

你的善举犹如冬日里的暖阳，一扫雾霾笼罩的天空，让爱的阳光洒满人间，为我们带来

满满的正能量。我们将带着这份浓浓涌动的爱意努力工作、用心生活。向你致敬，为你点赞！

为新生命祈祷！”

生命的献礼 爱的承诺
山西省管理中心·杨飞 刘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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