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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0日至11日，由内蒙古分库承办的中华骨髓库第13期IT网络培训班在呼和浩特市开班。

总库管理中心、各省级分库、组织配型实验室约100人参加。

在开班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副会长桂忠致欢迎辞，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岭做开班动

员讲话。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静湖主持培训班，并做了总结讲话。

第13期的培训，是中华骨髓库“十二五”网络新系统全面启用后的第一次。投入使用的新系统，在功

能、操作上与之前都有较大的变化，需要各类系统用户切实掌握，所以这次年度常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培训班强化了考试纪律、培训质量，同时针对工作实际需要，对培训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设计：

增加了对即将完成的“十二五”网络系统技术改造项目的综述；在介绍“十二五”硬件系统的同时，增加了

贴近用户实际需要的最新网络安全知识与技巧；对“十二五”软件系统的讲解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即以模

块为单元依序展开，每个单元重点放在新系统特色、用户反馈比较集中的问题以及容易误操作的问题。

此次培训由“十二五”网络系统技改项目开发方紫光软件公司的工程师授课，参加培训的各系统用户认

真听讲、记笔记，积极与讲师互动交流，经过笔试、机考，成绩合格，获得结业证书。参加培训的系统用户

表示，通过培训对“十二五”网络新系统加深了认识，熟悉了操作，也开拓了视野、增长了IT知识，对更好

地用好新系统、促进业务工作很有意义。

按 计 划 ， 第 1 4 期 I T 网 络 培 训 班 在 9 月

1 3 - 1 4 日 在 同 一 地 点 举 办 ， 培 训 对 象 为 与

中华骨髓库签约合作的移植/采集医院IT系

统使用人员。

▲第13期IT网络培训班现场。

中华骨髓库第13期、14期IT网络培训班
                  在呼和浩特举办 技术服务部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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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骨髓库

中华骨髓库代表团出访意大利骨髓库和世界骨髓库

技术服务部 鲁静 / 供稿

医疗服务部 柳静 / 供稿

2013年8月11日—8月20日，以中华骨髓库主任洪俊岭为团长，副主任高东英、湖北分库主任刘锐、四川脐血

库技术专家和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专家陈强以及中华骨髓库技术部工作人员鲁静为团员的一行访问美国骨髓库和

加拿大骨髓库，并顺访美国费城实验室，美国费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温哥华采血中心。

本次访问主要是深入了解美国和加拿大骨髓库的现状，并分享和交换在骨髓库建设，实验室管理，网络信息系

统建设，脐血库管理，志愿者招募和志愿者管理方面的经验，有利于中华骨髓库与美国骨髓库及加拿大骨髓库的深

入合作，提高合作效率和合作力度。同时本次访问也深度了解美国骨髓库合作实验室的工作情况和与骨髓库的合作

模式；初步了解了美国器官捐献工作的流程和美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工作状况，了解了加拿大血液服务系统开展

骨髓库供者招募工作的情况,对中华骨髓库的服务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3年8月27日至9月5日，由管理中心刘静湖副主任、陕西分库主任刘耀堂、重庆分库负责人陈榜霞、浙江省

血液中心HLA实验室主任朱发明、总库管理中心医疗服务部宋晔、柳静一行6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意大利

骨髓库、世界骨髓库、世界骨髓捐赠者协会、欧洲骨髓库以及意大利、荷兰等地的移植医院和HLA实验室。各骨髓

库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非常重视，他们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工作情况，刘静湖副主任在与各骨髓库的交流会议上向各

国骨髓库介绍了中华骨髓库的最新工作情况。

在与意大利骨髓库的交流中获悉，意大利骨髓库从2010年开始，在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举行全国规

模的招募、宣传活动，目前这个活动已获得一些欧洲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也在同一天举行全国性的招募、宣传活

动。在中华骨髓库未来的招募、宣传活动中也会借鉴这种做法，并争取将其定为“世界骨髓捐献日”。

▲中华骨髓库访问团与美国骨髓库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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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7日，中华骨髓库全体党员干部赴北京市通州区红十字会，开展以“走基层、转作风、促

发展”为主题的调研实践活动。中华骨髓库主任洪俊岭，副主任刘静湖、高东英和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马润海，副会长刘娜，通州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安志江等参加调研。

总库管理中心与北京分库围绕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特别是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方面交换了意见。还就北京分库围绕“提高两率、降低两率” 如何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等

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听取通州区红十字会关于通州造血干细胞工作站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

2013年8月5、6、8日，总库管理中心全体党员干部共19人分三批到王府井丹耀大厦、王府井书店和

西单图书大厦附近的献血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每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累计达76小时。

服务期间，每名党员干部都满怀激情地在献血车前积极宣传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在献

血车内帮助献血人员测量血压、填表、沏糖水、拿食品等。志愿服务期间，杨帆、杜丹、韩颖、庞颖4名

同志在服务他人的同时也感动着自己，无偿捐献共1400毫升血液，成为管理中心“最美志愿者”。

8月26日，管理中心召开总结及志愿理念分享会，座谈交流志愿服务感受、体会和对工作的启发思

考、改进工作的建议等，气氛非常热烈。杜世强同志曾获2007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他结合献血经历

交流了参加志愿服务要用心做事、重在服务、快乐分享等方面的体会。

最后，洪俊岭主任进行集中点评。他说这是一次奋发向上、提升自我、注重实效的活动，每个人都投

入了爱心，活动取得了预期成效。他要求从我做起，为骨髓库的美好未来建功立业。

管理中心开展“走基层、转作风、促发展”主题调研活动

藉志愿服务推进文化建设提升凝聚力

办公室 刘文瑰 / 供稿

办公室 刘文瑰 / 供稿

▲中华骨髓库访问团与意大利骨髓库人员合影。

世界骨髓库（BMDW）对去年中华骨

髓库成功上传数据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今后

中华骨髓库能够与全世界骨髓库一起分享发

展成果，共谋发展大计。世界骨髓捐赠者协

会（WMDA）2011年专门设立了标准委员

会，为各国骨髓库的发展提供发展标准。目

前有日本骨髓库和慈济骨髓库等20多国家和

地区骨髓库通过了认证。刘静湖副主任表示

中华骨髓库争取尽快申请认证，用国际标准

规范各项操作，促进中华骨髓库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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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河北分库有7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创历史单月新高。其中，27日、28日、29日3

天，有3位志愿者实现爱心承诺。

8月27日上午，来自鹿泉市32岁的白先生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功捐髓。白先生是一名

普通电工，曾多次献血，2012年5月31日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2日接到初配成功的通知。

8月28日捐髓的志愿者许女士说，她的家人十分支持她。许女士今年28岁，石家庄市人，有一个

刚刚1岁半的孩子。她曾多次献血，累计献血量5600毫升。2009年9月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6月21日

接到与一名白血病患儿配型成功，毫不犹疑地就答应了。

8月29日，“80后”的周先生捐献造血干细胞。周先生是石家庄市行唐县人，他救助的是上海市

儿童医学中心的一名1岁半的小患者。现在除了妻子知道他来医院捐献外，家里其他人还不知情。“现

在多数人对于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知识还不了解，如果能够对相关知识进行普及，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捐髓

志愿者。”周先生如是说。

大辽网携手中华骨髓库辽宁分库发起“志愿者回家活动”

河北分库捐髓创新高
河北分库 宋丽娟 / 供稿

详情可登陆网站:http://www.lnm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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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军人大校捐献造血干细胞
河南分库 文梅英 / 供稿

2013年8月10日，河南具有大校军衔的现役军人王先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河南军衔级别最高的捐

献者。

今年45岁的王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3893部队某技术室主任、高级工程师。自2002年起，他连续

12年坚持义务献血，献血量总计8000余毫升。2009年光荣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志愿捐献者。今年4月，

王先生与一名90后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经过高配、体检后，全面合格。工作人员询问他是否愿意捐献

时，正在外执行任务的王先生坚定地说：“捐!肯定捐!”面对记者的采访，王先生说他每天都期盼着这一时

刻的到来，尽自己所能去挽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我女儿也是90后，那可是俺们的下一代啊，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帮!”王先生斩钉截铁地说。 

2013年8月19日，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

红十字会秘书长赵先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河南省第371位捐献者。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国新，专职副会

长兼秘书长何传军到采集医院看望慰问，

为赵先生颁发荣誉证书，并称赞赵先生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 “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是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工作人员的光荣与骄傲。

赵先生是一个爱岗敬业的红十字会干

部，多年来坚持无偿献血，并先后三次在淮

滨县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和志愿捐献者招募活动。2003年，在组织招募活动时，他第

一个采集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4月在得知与一名患者初配相合时，如中

大奖般高兴。捐献计划确定后，他戒烟戒酒，每天快走10多公里锻炼，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

8月15日来到郑州，连续4天注射动员剂反应较大，夜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默默忍受着不

适，不让陪伴在身边的妻子知道。8月19日，经过三个多小时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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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至15日的半个月里，浙江分库有5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创建库以来捐献新高。

8月5日上午10时，袁先生在浙江省中医院血液科采集造血干细胞，成为浙江省第141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已经37岁的袁先生是宁波奉化市120急救站的一名救护车司机。2006年6月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3月

21日初配成功，高配、体检合格后，8月1日在老婆、女儿的陪同下入院注射动员剂，8月5日进行造血干细

胞采集。

8月6日，来自金华的普通打工者伍先生躺在浙江省中医院的病床上面色从容，为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

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浙江省第142例捐献者。

伍先生身材瘦弱，脸上始终带着淳朴的笑容。为了不让亲人担心，他至今都没有告诉家里人。刚开始

采集时，他有稍许紧张，手脚冰凉，在工作人员和医生的安抚下，他的情绪逐渐缓和而面带微笑。

8月8日上午9时30分，义乌21岁的骆小伙最终获得家人的理解，躺在采集室病床上，成为浙江省第

14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小骆从大学期间就开始献血。2011年 10月，他主动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年初，他接到初

配相合的电话立即答应捐献。但家人很有顾虑，分库王文伟主任带着义乌第一例捐献者陶辉平一同前往小

骆的家里，通过医学知识的解释，捐献者的“现身说法”， 小骆的父母打消了顾虑，采集当天的早晨赶到

杭州，母亲抚摸着儿子的头说：“儿子，妈妈支持你，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看到自己的坚持最终获得了

家人的理解，小骆激动地留下了眼泪。母亲哽咽了，父亲也在一边红了眼眶。

8月9日，浙江省龙游县红十字会举行“欢送汤同志赴杭捐献造血干细胞仪式”。衢州市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专职副会长刘章华，龙游县红十字会会长、副县长陆民等专程为汤同志佩戴绸缎、敬献鲜花。汤同

志在妻子女儿陪同下赴杭州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浙江第144例捐献者。

汤同志现为浙江集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2004年已坚持九年无偿献血，献血达3400毫

升。今年4月，接到初配相合电话，没有犹豫当即答复捐献。

8月15日，浙江省中医院血液科采集室里，45岁的杭州俞女士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浙江省第145例

捐献者。

“十年了，我以为没有机会了！”躺在病床上的俞大姐笑着说，“得知能够捐献后，我真的高兴得不

得了！”今年4月，俞大姐接到与一名患者初配相合的电话，立即答应了捐献，并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家人，

俞大姐的丈夫和儿子，都为她的爱心和勇气感到骄傲。

浙江分库半月里5人成功捐髓
浙江分库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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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同月加入中华骨髓库   七夕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
湖北分库章晟 胡林 邹影洁 / 供稿

2013年8月13日是农历七夕节，素未谋面的45岁仙桃司机孙师傅和20岁的大悟小伙小

徐却似一直被“缘分之手”牵引着：他们同年同月加入中华骨髓库，又同时在湖南接到初配

成功的电话，七夕节两人又同在同济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

这天一大早，孙师傅和小徐分别在妻子和女友的陪伴下，走进同济医院血液科，分别躺

在病房两侧的病床上，中间摆着两台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机器。两人交谈片刻就兴奋起来：

“我俩太有缘分了，简直就像是异姓的父子。”

孙师傅是仙桃市陈场镇的一名货车司机，儿子今年刚满20岁，恰好与小徐同龄。2011年

6月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4月底他在湖南出差时，接到了电话。“他们说我和广州一名37岁

的白血病患者初配相合，我二话没说就答应捐献。”

也是在这天，正在湖南工作的小徐也接到电话，他的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青岛一名80后

小伙的生命。

虽然这个七夕节是在医院里度过，但孙师傅的爱人和小徐的女友却没有忘记浪漫，她们

买来鲜红的玫瑰送到丈夫和男友手里。第一次收到鲜花，两个大男人却红了脸，都笑得合不

拢嘴地说：“这个特殊的七夕情人节，让我们终生难忘。”

2013年7月23日，是湖北罗田小涂的

23岁生日。武汉同济医院血液科病房，被

细心装扮了一番。彩色汽球、生日祝福贴

随处可见。点起蜡烛，专程赶来陪伴小涂

的同学和涂爸爸一起，拍手唱起生日快乐

歌。小涂一边听着生日快乐歌，一边采集

造血干细胞。他说，这就叫缘分！没有什

么比这样的青春纪念更有价值。

“自从他上大学，好几年没过过这

样的生日了。”涂爸爸说，一边望着刚刚

走上工作岗位的儿子，眼神中满是慈爱。

方同学跟小涂在高中同班，也专程

赶到现场来祝福。她说，听到他要捐髓救

人的事一开始非常惊讶，但想到他平时为人就特别“够意思”，就觉得很正常了。

喜欢玩轮滑和山地车的小涂身体倍儿棒，整个捐献过程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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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7日上午，扬州志愿者卢医生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成为江

苏分库第329例捐献者。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立明为他颁发博爱奖牌和荣誉证书。

2003年3月,卢医生和几个同事一起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4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后很

高兴，但是随后的体检，让他捏了把汗。第一次体检测出甲状腺功能异常，过了一天再次去医院体

检发现甲状腺功能指数不稳定，可能是上夜班的缘故。

从4月份开始，由于患者病情比较严重，一直在化疗，移植医院已经改变了3次捐献通知，直

到8月才确定了捐献的时间。

8月22日上午，卢医生在妻子、儿子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在

医院里，耐心地给儿子解释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义。“虽然孩子还小，但让他过来主要是感受一下

生命的珍贵，明白救死扶伤的重要性。”他们夫妇表示。

2013年8月26日，小邓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成为云南分库第84例

志愿捐献者。

小邓是保山医专品学兼优的学生，2013年6月5日得知与一名患者初配相合，毫不犹豫的回答

愿意捐献。工作人员想请媒体到采集现场对他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善举进行采访报道，他说：

“不用了，我不想张扬”。 工作人员详细说明采访报道的目的是能让社会更多的人了解这项公益

事业，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确实不会对人体造成损伤，带动更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的解释后，他

才欣然同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自2005年开始，小邓所就读的保山医专每年都有200多名学生志愿

者采样加入中华骨髓库，目前小邓已是保山医专第三例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10年等待，就为今天的救人

不想“张扬”的捐献者

江苏分库 / 供稿

云南分库 武天燕/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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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2日8点半，来自青岛的江先生、田先生分别在山东省立医院、济南军区总医院采

集造血干细胞，实现捐髓救人的梦想。山东省红十字会副巡视员玄兴华、青岛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苏

海音前往医院看望两位捐献者，并向他们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和“荣誉奖章”。

从捐献者入院到捐献期间，天气炎热，酷暑难耐，两位捐献者的妻子，却始终陪伴在捐献者左

右，细心呵护，周到服务，同样用爱心支持丈夫捐献造血干细胞。

青岛两位志愿者同日实现梦想
山东分库 卢朝霞 / 供稿

“90后”小王有善心
每日新报记者 李佳萌  天津市红十字会 孙彦丽 / 供稿

2013年8月29日，小王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成为天津分库第141位

捐献者。

90后的小王两年前，还在上大二的时候，瞒着父母献血两次并报名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今年5月份，小王得知与一位患者初配相合兴奋极了。尽管当天的采集时间较长，但

躺在床上的小王依然一脸灿烂的笑容，并将自己如何成为志愿者的往事娓娓道来。“我当时

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去做了可以挽救一个生命，但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

但当父亲知道小王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同意，他担心会影响儿子的身体健康。小王反

问道：“你们一直教导我做人要有善心和爱心，可真到了要奉献爱心时，你们又为何阻拦

呢？”这一句话让父亲哑口无言。面对儿子的坚持，父亲最终表示支持，并陪伴着儿子采集

造血干细胞。

2013年8月20日，天津市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郑新建、市志愿服务联

合会副会长赵金元、天津分库负责同

志及河北区民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来

到刚为丹麦患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天津男孩小张的家里，为小张颁发

“金牌志愿者”证书，并将“奉献者

之家”奖盘献给小张的母亲李英。

郑新建对小张的善举及家人对其

的理解和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并感谢

张妈妈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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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分库 / 供稿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获评“福田好公民”

日前，在深圳福田区文明办举行的2013年 “福田好公民”评选表彰会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唐

万平被评选为“福田好公民”。

唐万平是湖北人，在家乡一直从事医护工作。2005年来到皇岗村幼儿园，担任幼儿园保健医生

及安全主任。长期从事医护工作，她对患者始终怀有润泽之情，也对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等程序有

着科学理性的认识。2007年至今，她共献血7次，2008年自愿加入中华骨髓库。在唐万平耳濡目染

下，读大学的女儿也和母亲一起参加献血。2011年暑假，母女俩一起到华强北捐血点献血，女儿也自

愿填写了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2011年8月，唐万平接到骨髓库电话，她的造血干细胞和一位白血

病患儿配型相合，不加犹豫便答应了捐献。

贵州分库 杨梅 / 供稿

贵州分库举办业务干部培训班

2013年8月7日-8日，贵州省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业务干部培训班在镇远古

镇举行。贵州分库主任黄风云、黔东南州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李润英、镇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龙明光

及8位市（州）红十字会会长等领导出席开班仪式，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专兼职业务干部70余人参加了

培训。

开班仪式由贵州分库黄凤云主任主持，黔东南州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李润英、镇远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龙明光分别介绍红十字会工作情况，并对与会代表热烈欢迎。黄凤云主任向全省首个正式成立的

少数民族自治州工作站——黔东南州工作站授牌，对2012年优秀工作者和优秀新闻宣传作品给予了

表彰和奖励。他希望有条件的市（州）级红十字会要争取早日建立工作站；已经建立工作站的地方要

尽快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和机制，依照工作职责积极开展工作。

在培训班上，贵州分库宣传服务部杨梅、王雄、吴雪莲就宣传招募、样品采集寄送、供者服务、

人体器官等业务工作对与会代表进行了培训，安顺市红十字会、遵义市工作站进行了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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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分库 施小琴 / 供稿

广西分库 / 供稿

江西省专题调研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广西代表参加2013年全国红十字青少年骨干训练营

8月9日上午，2013年江西省红十字会调研组一行在省红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欧阳平的带领

下，赴南昌市专题调研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南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姚燕平，南昌市

2位成功捐献者，市、区县红十字会和市血站负责人，市志愿服务者代表及新建县有关领导，共30余人

参加调研座谈会。座谈会由南昌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曹小明主持。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2位成功捐献者与大家分享了捐献感受，感人至深的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

声。市、区县红十字会及志愿服务者代表就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应该如何做

好此项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

姚燕平充分肯定成功捐献者的奉献行为，值得全社会学习。同时，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提出了

几点建议。

欧阳平在总结中指出，与会同志就如何做好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建议，省

红十字会认真梳理，改进提高工作水平和质量。对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宣传培

训、提升认识。要把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理解为大爱行动，而不仅仅是完成任务；二是要积极主动，不

等不靠，有为才有位；三是大力投入，扎实工作，多出成绩。

2013年8月19日—25日，全国红十字青少年骨干训练营在北京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

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的94名红十字青少年志愿者代表欢聚一堂。广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晁甲文作为广西红十字志愿者代表，光荣参加了此次训练营。经过一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培

训，晁甲文感到大开眼界，获益匪浅。他说，自己要向优秀代表学习，在以后的红十字运动中做得更

多，做得更好，做得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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