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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4日，中华骨髓库2013年专家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红十字会

副会长郝林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骨髓库第六届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道培，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岭，副主任刘静湖、高东英，中华骨髓库第六届专

家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刘静湖副主任和陆道培院士主持会议。

洪俊岭主任通报了中华骨髓库2013年工作概况和2014年工作要点，质量控制实验室

主任蔡剑平通报了2013年入库数据质量抽检工作情况，几位专家分别介绍了HLA基因分

型检测技术和管理要求的行业标准、中华骨髓库资料分析课题相关问题及建议、HLA实验

室如何更好地为临床服务、中华骨髓库CWD表的使用和更新进展情况等内容。会议就如

何加强随访数据工作、优化配型算法和HLA数据整理工作、如何加强科研工作等问题进行

了研讨，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大量恳切的意见和建议。

洪俊岭主任在会议总结时指出，一年一度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

尤其深入地重申了事关中华骨髓库下一步发展大计的若干重大问题，例如加强随访工作、

加强对移植的技术指导、提高出库率、加强科研工作、加强专家作用的发挥等。对于会上

专家们所提重要建议，我们一定认真研究，并逐一与专家沟通确认、予以落实。

▲2013年专家委员会会议现场。

中华骨髓库2013年专家委员会会议
在京举行
技术服务部 杜丹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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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3-25日，中华骨髓库2013年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交流会在昆明召开。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岭，副主任刘静湖、高东英和云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何云葵

出席会议。部分省、地市级红十字会，各分库领导及志愿者代表约110人参加了会议。

会 议 邀 请 台 湾 慈 济 骨 髓 库 志 工 总 干 事 陈 乃 裕 、 北 京 互 联 直 通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蒋 立

华、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晓红3名专家，就志愿服务组织

能力建设、慈济志工服务工作的现状和发展经验、新媒体及新技术和科学化运营进行精彩

的讲演。辽宁分库、广东分库、云南分库、河南分库、志愿者及造血干细胞咨询QQ群代

表作经验介绍。表彰江苏等10个中华骨髓库通讯优秀编委分库，同时进行了中华骨髓库志

愿服务手册再版首发仪式。会议期间，志愿者自发组织了志愿者沙龙，就志愿者在造血干

细 胞 宣 传 招 募 及 保 留 工 作 中 如 何 发 挥 更

大的作用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24日下午，会议圆满结束，中华骨

髓 库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 高 东 英 进 行 会 议 总

结，并对2014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和

志愿服务工作进行了安排。

云南分库 沈成法 / 供稿

中华骨髓库2013年宣传和志愿服务
工作交流会在滇召开

▲志愿者沙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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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召开捐献300例造血干细胞新闻发布会

湖南分库今年已捐髓33例

2013年《中华骨髓库通讯》优秀编委分库：

山东分库 卢朝霞 / 供稿

湖南分库 彭珊瑚 / 供稿

2013年9月19日，山东省红十字会在济南军区总医院召开第3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新闻发布

会。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曹怀杰向媒体通报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情况。济南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王乐

成，重庆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汪晶分别代表采集移植医院及患者家属发言，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

任洪俊岭参加通报会并讲话。会后，与会领导和媒体记者到济南军区总医院看望慰问来自临沂市临沭

县武装部正在采集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王先生，洪峻岭主任为王先生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和

证章，曹怀杰常务副会长授予王先生山东省第3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荣誉称号。

2013年9月10日、11日两天内，湖南分库三位志愿者分别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广州南方医院、

长沙湘雅附属第三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救治香港同胞及外省的儿童和学生。至此，湖南分库今年已

捐髓33例。近几个月以来，湖南分库全体人员通过志愿者资料库管理平台，牵手志愿者与患者，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不畏酷暑加班加点、做动员、采血样、陪体检，热忱上门服务，向普通百姓宣传党

的救助群众“生命工程”的科普知识，使一个又一个志愿者顺利捐髓救人。目前，湖南分库志愿者累

计捐献已达270人，连续五次被中华骨髓库评为先进分库。

江苏分库、广西分库、河南分库、广东分库、湖北分库、

山东分库、河北分库、天津分库、北京分库、海南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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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分库首次制作宣传展架
  加大造血干细胞宣传力度

陕西分库举办2013年大专院校
 造血干细胞宣传志愿者培训班

山西省分库毛尚洁 杨飞 / 供稿

陕西分库 / 供稿

近日,山西分库特别制作了一批宣传造血干细胞的X展架以及易拉宝，分别在太原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血小板采集室,省城各献血屋,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及忻州师范学院等单位进行摆放。

宣传展架以山西分库工人、农民、医务工作者、公务员及年龄最大和最小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等典型

代表为主题画面，辅以志愿者登记入库条件、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方式以及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等相

关文字内容，对造血干细胞进行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这也是山西分库首次以宣传展架的方式进

行造血干细胞宣传,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2013年11月8日至10日，陕西分库在西安举办“2013年全省大专院校造血干细

胞宣传志愿者培训班”。

来自长安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共

计两百多名学生参加培训。陕西分库主任刘耀堂在开班仪式上深入浅出地讲述全省造

血干细胞工作的发展历程及今后的规划。三名老师进行生动授课，内容涉及中国红十

字会的发展、白血病知识、志愿者工作、捐献流程、高校如何动员等。同学学习积极

性高涨，课堂气氛活跃，均表示用所学的知识投入到造血干细胞宣传工作中去。



CMDP

05

2013年浙江省造血干细胞和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召开

浙江分库 / 供稿

2013年11月26日下午，2013年浙江省造血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在嘉兴召开。浙江省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高翔，巡视员、机关党委副书记韩金海等领导出席，嘉兴市政府副市长、

市红十字会会长柴永强到会并致辞，全省市、县两级红十字会的分管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100余人参加

会议。

高翔回顾了2013年的主要工作成绩，指出了目前工作的难点问题，并就今后红十字生命关爱工作提

出明确的要求。

浙江分库主任、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副主任王文伟通报了2013年工作，部署了2014年工作

重点。全省完成6112份造血干细胞血样入库，全省库容量达到45000余人份。今年成功捐献37例，捐

献人数比上一年度增加11例，已累计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154例。2014年要在保证入库质量的前提下，

完成5000人份的采样工作任务。会议还进行了经验交流，杭州市、嘉兴市、衢州市、宁波市北仑区、金

华市浦江区红十字会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对荣获“2013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先进集体”的21家单位和“2013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先进个人”的22名个人进行了表彰。

广西2013年捐献造血干细胞论坛在柳召开
广西分库 刘丹莉 邓常萍 / 供稿

2013年10月26日，由广西分库发起，柳州市红十字会主办、柳州日报社协办的2013年捐献造血

干细胞论坛在广西柳州召开。来自市医院血液科的医学专家和已经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媒体代

表，还特邀了1位律师和2位市民代表参加论坛。

首先，柳州市红十字会党支部书记宋显民和分库同志介绍广西造血干细胞采样入库及捐献情况。

然后对近期柳州某志愿者临捐前被家人带走的突发事件做了简单说明。与会人员对志愿者临捐反悔患者

将会如何？对于临捐反悔造成的损失，供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等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

讨论，大家纷纷建言献策。

随后，与会人员就造血干细胞捐献动员、高分辨等各阶段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尽快

在各市成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陪护小组，帮助捐献者顺利进入采集程序，圆满完成捐献。广西分库当场

表示，已经把组建捐献者陪护小组纳入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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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
暨捐髓者荣归欢迎仪式

贵州分库 / 供稿

2013年10月15日，毕节市红十字会举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暨欢迎韩、金二位同学捐献造血干细胞

荣归仪式，仪式由市红十字会秘书长李梅主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骆丽红，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安

宁，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王屏等相关部门领导和志愿者500多人出席。毕节电视台、毕节日报等多家新

闻媒体参与报道此次活动。

韩、金二位同学是毕节市第四和第五位、毕节学院学生中首位和第二位捐献者。2011年5月，市红十

字会在毕节学院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和血样采集活动时，两名同学欣然报名并采集了血样。今年5月

两名同学先后配型成功，于今年7月12日、8月15日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顺利捐献造血干细胞。

活动观看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大型公益宣传片，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王屏介绍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情况；捐献者韩、金二位同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捐献感受。毕节学院领导对两名同学的无

私奉献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并作了重要讲话，将发动本单位适龄干部职工、学生积极加入到捐献志愿者队

伍。市政府办骆丽红副秘书长对韩、金二位同学以及之前已经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和高度的赞扬，并要求全市进行大力宣传，倡导仁爱向善、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曲靖医专又一批志愿者采样加入骨髓库
云南分库 武天燕 / 供稿

2013年11月9日下午，云南分库与曲靖市红十字会到曲靖医专采集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血样389份。

曲靖医专多年来支持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爱心公益活动，不论献血和志愿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采血样活动同学们都踊跃报名，目前曲靖医专有近2000名学生加入中华骨髓库，

已有3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挽救患者的生命奉献了大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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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6日，工作人员携带郭老师捐出的100毫升淋巴细胞，乘飞机急送上海救人。

今年30岁的郭老师是武汉市十九中体育教师。2010年教师节，她第6次无偿献血，并留下5毫升血液样

本，加入中华骨髓库。

2013年6月，郭老师与上海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一口答应捐髓。那天，她在微博里写道：“但愿可

以帮到你，虽然我们相隔几千里。”

8月27日，从郭老师体内采集到的26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送到患者所在医院。11月11日，郭老师再

次接到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告诉她，患者移植后第一个月反应良好，第二个月病情急转直下，现在

已高烧昏迷近一个半月，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患者家属强烈恳求郭老师能再次捐髓。

救人要紧，郭老师同意再次捐髓。她给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发短信：“如果不帮她，我心里过意不去，怕

以后会有遗憾。”

11月21日，郭老师再次到医院体检，身体状况合格。负责采集的医生介绍，郭老师是搞体育的，身体底子

好一些。捐髓虽然不会损害身体，但短时期内会对身体产生轻微影响。郭老师笑着对医生说：“帮我多开几天

休假就行。”

女教师三个月两次捐髓救人
湖北分库 章晟 / 供稿

2013年10月16日中午，江西卫视《深度观察》节目

组专程来到于今年3月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湖北志愿者小

操的家中和工作单位。通过操妈妈介绍，“小操去年爸

爸去世后，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话语间，操妈妈眼睛

湿润了，但明显看得出她打心底里为有这样一个听话的

儿子感到自豪。同事们说到小操都会竖起大拇指，无不

为他认真的工作态度、高度的责任心所称道。项目经理

也毫不掩饰对他的赞美。工作之余，小操经常“泡”在

图书馆看专业书籍。如今在公司已是“小有名气”，总

承包公司党委书记曹庆和亲自为他颁发了“总包杰出青

年”的奖章，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了“操石杰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10月19日晚6点，小操和他妈妈被请到江

西卫视《深度观察》的节目录制现场。因为小操救助的

患者仍在成都养病只将她的妈妈和外公请到了现场。一见面，宋妈妈紧紧地抱住小操，抑制不住心中

感激之情。“这件事情在我看来真的微不足道”，在与主持人的对话中，小操始终面带微笑，很淡然

地与大家分享捐献造血干细胞中的点点滴滴，乐观向上的笑容感染着现场每位观众。录制过程中，现

场观众按捺不住心中的钦佩之情，先后5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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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捐髓多次更改出国时间

青海省第十一例志愿者赴京捐髓

福建分库 刘雅萍 / 供稿

青海分库 滕进 / 供稿

2013年10月21日上午，年轻的妈妈小何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福建南平来到福建省肿瘤医

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挽救福建省一名90后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成为福建省第102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也是全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首位侨眷。

小何今年30岁，重庆人，因网络与福建结缘，爱人系新加坡侨眷，长期在福建南平工

作，婚后因要专心照顾儿子及家人，小何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加坡。她是在2009年5月留样

加入中华骨髓库，因担心要出国，入库资料中她谨慎的填写了重庆和福建的亲人，并一一告

知，以便取得联系。今年5月，在回国探亲时获悉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当时她立即答

应进行下一阶段的高分辨配型。但由于该白血病患者的身体原因，捐献时间一改再改，计划9

月份出国的小何多次延迟出国时间。

小何说最初去献血就是奔着捐献造血干细胞去的，她的爱人也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他们都很想成为捐献的幸运儿。“我以为，这辈子我就给我儿子带去了生命，没想到还

有机会给别人带去第二次生命，真的觉得非常幸运。” 爱人林先生更是以“捐献造血干细胞

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富润排行榜，因为挽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10月24-25

日，小何顺利进行两次造血干细胞采集。

2013年12月2日，青海省红十字会为第十一例志愿者小贺赴京捐献造血干细胞举行欢送

仪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才让卓玛及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的30名志愿者代

表参加仪式并进行交流互动。才让卓玛副会长向小贺颁发青海省红十字志愿者证、佩戴绶带、

志愿者胸牌、赠送了鲜花。才让卓玛对小贺无私奉献、捐髓救人的人道善举给予高度的评价和

充分肯定。她希望新闻媒体志愿者广泛宣传，使更多的民众懂得捐髓救人，无损健康的科学道

理，使更多的适龄、健康民众积极加入到造福人类的公益事业中来，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做

出应有的贡献。

小贺今年24岁，2011年5月报名成为志愿者。今年9月与一位3岁的女孩配型成功，在家

人的支持下欣然签下了同意书，并积极配合青海分库做好捐献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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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捐髓救人而等待
江苏分库 丁玉琴 / 供稿

每一天，都会有许多人在等待着各自要做的事情和工作。然而，在11月中下旬，江苏分库有5位

志愿者在等待同一件事——捐髓救人。

2013年11月11日，镇江志愿者葛先生完成一件生命中的大事，在中大医院采集4个小时的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为救助一个年仅6岁的血液病孩子的命。

今年10月，葛先生到人才市场找工作，公司让他11月去上班。葛先生认真地说：“不行啊，要

等待11月我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后才能上班。”对方听后先是惊讶后是敬佩。马上和葛先生说，公司等

你捐完造血干细胞12月来上班。

2013年11月13日盐城志愿者小杨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个年仅3岁

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小杨今年25岁，在盐城一家外资企业打工，2年前报名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6月配

型成功，确定在11月份捐献。在外地出差的意大利籍总经理保罗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激动，叮嘱必须

等待他回来后，要在小杨签署的《捐献同意书》证明人一栏签上他的名字。

2013年11月19、20日，淮安志愿者刘先生通过2次采集完成了他的救人使命。 

刘先生是党校的一位老师，平时教书育人，为人低调。和患者配上型后，今年7月份和当地的一

位志愿者管先生同时体检。管先生在9月份已经捐献，而他依然在焦急地等待，直到11月初重新体检

后，11月20日完成捐髓救人的愿望。

2013年11月26日上午，南通志愿者戴医生在南京市鼓楼医院血液科采集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个

90后的血液病患者。

2003年7月，作为检验科的一名医生他责无旁贷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等待10个年头，今年7月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11月21日，他在爱人的陪同下入住南京市鼓楼医院，

于26日上午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

2013年11月27日上午，镇江志愿者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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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小张今年33岁，是一位公务员，经常参加扶贫救弱活动。2011年他带着单位员工一起加入捐献

志愿者行列。小张已是而立之年，他一直戒烟戒酒，准备孕育下一代。父母最关心捐献是否会影响他

的孕育计划，经过咨询，通情达理的父母全力支持他的救人行动。11月22日，小张在爱人的陪同下

入院采集造血干细胞，要等3个月以后再进行自己的孕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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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库/ 供稿

九年后迟到的“生命礼物”
——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尤女士

从报名到采集，上海宝钢的一名青年员工尤女士经历了近十年，曾两度与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2004年的一天，尤女士从一期电视栏目中看到有很多的白血病患者等待着救助的报导，并上网

进一步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事项后，于8月19日，登记成为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一年多后，她突然接到与一位病人初配成功的电话非常高兴，并且毅然地签下了“同意书”，她

的毫不犹豫给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那时，她的母亲旧疾复发、正在接受放

化疗。高分和体检她都是在瞒着父母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由于造血干细胞捐献这件事带给了她

鼓舞与希望，也帮助她更加积极和乐观的陪伴母亲，使母亲得以康复。可就在做好准备、即将注射动

员剂的前一周，那位患者病情恶化无法接受移植，这对她来说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事隔9年，尤女士再次与北京的一位患者配型成功，并捐献了造血干细胞，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而且是在父母的全程陪护下。她说，捐献成功对她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她尽到了作为健康人的

义务，而父母的陪护也让她更加体会到了“一家人”真正的含义，她希望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能帮助另

一个家庭重温这种“家”的温暖。

河北首位女法官捐髓
河北分库 宋丽娟 / 供稿

2013年11月19日，在河北医大二院，经过3个多小时的采集，来自张家口涿鹿县人民

法院的殷法官为一名4岁傣族小患者捐献20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河北省首位捐髓

的法官。

殷法官今年40岁，躺在采集室的床上甜甜地笑着，声音轻细给人亲切的感觉。2006年

5月，她在一次献血中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接到省红十字会通知，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并做好充分准备，健康地迎接捐髓那一天的到来。陪她来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是其做司机

工作的丈夫，在采集室内看到妻子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他说，自己也要选个机会加入中华骨

髓库。殷法官的院长和几位同事来到医院，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支持；采集结束时，在定州

工作的同学也赶来看她。“没想到一件小事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这真的没什么，谁遇到

都会这么做。”殷法官说，自己的孩子16岁了，作为一位母亲，她更能体会患者家人的心

情，她希望可爱的小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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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库 王家莹 / 供稿 

点亮理想之光

2013年10月25日，小徐在空军总医院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实现了迈出人生理想的

第一步。

2007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19岁的小徐加入中华骨髓库。为什么要加入，小徐自己也不太清

楚，更没想过自己将来会和白血病人配型成功。

六年过去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将小徐的思绪引回了当年，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因高考选错专业而

迷茫的自己。他很庆幸自己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因为那一次报名时无意间收获的快乐，在日后

竟成为温暖他心灵的一缕阳光。

“去帮助别人，尽自己的力量”——小徐终于探求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大学毕

业后，他勇敢地跨专业选择了心理学的研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那些仍在困惑中迷茫

的人。现在的小徐，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一名在读博士。

当得知有白血病患者需要帮助时，小徐没有丝毫犹豫，他平静而坚定地答应了捐献造血干细胞

并微笑说：“这不就是我六年前的选择么，现在我只是兑现当初的承诺。”

在小徐的一篇网络日志里，他这么写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希望我的浮屠，能够救

人一命。”

2013年10月31日,河南志愿者戴先生在省肿瘤医院采集20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

血液病患者的重生带去希望。当记者问戴先生为什么为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捐献时，他说：“机缘

所致  义不容辞”。

戴先生今年36岁，2006年5月14日，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30日，戴先生

接到初配成功的通知时，他态度非常坚决，没问题，捐！    

戴先生捐献当天，他7岁的儿子全程陪同，见证他的爱心善举。采集结束，当朋友们问他捐

献感受时，他说：挺好的，很自豪，很幸运，能有机会提升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做贡献！用实际

行动影响身边的人，教育孩子，传承爱的奉献！

机缘所致  义不容辞
河南分库 文梅英/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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