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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岭、副主任高东英参加北京市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协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共同举办的“六一彩虹计划”主题活动。

来自海军总医院儿科病房的近50名白血病患儿及脑瘫患儿在家长的陪同下参加了

此次活动。孩子们为大家演唱了歌曲、表演了拳术，并与来自西单献血小屋的白衣天

使们做了游戏。稚嫩的童音、孩子的坚强，让大家湿润了眼眶。

“六一彩虹计划”作为北京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的品牌活动之

一，已经连续开展三年。呼吁社会爱心人士认领白血病患儿的六一愿望，鼓励他们积

极乐观地面对病痛、战胜病魔，帮助患儿实现快乐梦想。

总库领导参加“六一彩虹计划”主题活动
组织教育部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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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分库

5月8日上午，为迎接第66个世界红十字日的到来，黑龙江省红十字会、黑龙江分库在哈尔滨市中

央大街举行主题为“携手人道、共建大美龙江”的“5·8”红十字博爱周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省红

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鞠海洋为黑龙江省志愿服务总队授旗，同时省、市红十字会二十余家红十字会员单

位及志愿者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动员宣传，遗体、器官和眼角膜捐献知识的普及、义诊

咨询、街头募捐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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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中心4月3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华骨髓库2013年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的意

见》（红库管字〔2013〕18号）要求，各分库在“5·8”红十字博爱周期间，单独或配合各级红

十字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以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经统计，除安徽、甘肃分库没有举行活动外，总库及29个分库共举办或参与近200场相关活

动，直接覆盖人群数万人，并通过媒体宣传、访谈、播放公益广告和宣教片等覆盖了更多的人群。

其中大型现场宣传活动150余场、现场采样入库活动70余场、高校校园活动20余场、媒体专访报

道20余次、专题讲座报告10余场。

各分库举办多种活动  庆祝第66个世界红十字日

海南分库

5月4日，海南省红十字会与儋州市红十字会共同在海南省儋州市大勇商业广场举办了主题为“携手

人道，关爱生命”的宣传纪念活动。省红十字会、省血液中心领导和各市县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

当地的志愿者、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等近700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红十字知识问答、横幅和展板宣传、中小学生水上救生知识技能普及等，捐献造血干

细胞宣传以展板、志愿者分发宣传单，并以现场采集血样的形式进行。其中海南省红十字会的两位工作

人员也留下了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由此体现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带头作用。

陕西分库

5月8日，陕西分库与延安市红十字会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及血样采集活动。

延安市红十字会宋双印副会长对此次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号召大学生们树立高尚的道德观和人生

观，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有贡献的人。活动现场设置了咨询台，工作人员给同

学们详细讲解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及意义并解答疑问，发放了造血干细胞宣传资料1000余份，共采

集血样136份。

陕西分库刘耀堂主任、苏晓东同志专程前往延安参加了这项活动，对宣传动员、采集血样等工作进

行了现场指导。

组织教育部 / 供稿



CMDP

03

云南分库

为庆祝“5·8”，云南分库4月下旬到昆明学院进行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宣传采样活动，有150

名学生踊跃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队伍。5月10日利用云南分库第80例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机会，请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生活新报等多家媒体到采集造血干细胞的现场采访报道，使更

多的人进一步了解如何采集造血干细胞，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只要一点勇气就可能

使一个需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获得重生的机会。就云南分库第3例二次成功捐献时，分库梁云

生副主任到云南广播电台做专题访谈，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讲解和宣传。呼吁：适

龄、健康的年轻人踊跃加入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爱心。

山西分库

5月8日上午，山西省红十字会组织团体会员单位为社区居民进行义诊、咨询活动，并对红十字

会开展“三救”、“三献”等系列活动进行宣传。

活动当天，山西分库工作人员及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向社区居民及过往群众

进行造血干细胞知识讲解及散发宣传折页，许多青年及市民在山西分库造血干细胞宣传展板前驻足

观看，并就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向分库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进行咨询。

2013年5月11日-16日，两位来自广西南宁的80后男青年分别捐献造血干细胞。巧合的

是，这两位青年都姓曾，且都是新婚。5月11日捐献的曾健（化名）先生五一劳动节刚刚结

婚，而16日捐献的曾明（化名）先生也是刚刚度完蜜月归来。

曾健接到采集通知的时候，正在紧张地筹备婚礼。按照采集计划,曾健办完婚礼就告别了

新婚的妻子，立即赶往医院办理入院手续。曾健的妻子并没有因为新婚丈夫的暂时离开而抱

怨，善良的她十分支持丈夫的善举。她认为一个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如此有爱心的人，对自

己一定也会很有责任感。曾明的妻子对他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还叮嘱他给分库工作人员送去

一包喜糖，分享他们结婚的喜悦。

两位曾先生年龄相近，他们因捐献而相识，因捐献而交流，现已成为好朋友，他们笑

说：“一切都是缘分！”

80后新婚青年同时捐献造血干细胞
广西分库 刘丹莉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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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3日至25日，浙江分库有4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第127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小吴，128例韩先生，129例涂女士以及一位来自甘肃的孙先生在杭州省中

医院顺利完成捐献。

小吴约定4月23日采集造血干细胞。

35岁的小吴,在杭州一家邮电公司做驾驶员,从2004年开始无偿献血,2006年献血时

毫不犹豫地留下5毫升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去年3月,他与一名广州白血病患者初配

相合,紧接着完成了高分辨检测和身体检查。因为家在农村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不太了解,

为避免家人担心,小吴没有告诉家人,反而安排妻子回老家打理好一切。小吴在工作人员

安排下19日来到杭州省中医院经4天动员剂的注射,小吴感到腰酸背痛、头疼,偶尔还会流

鼻涕,像得了感冒一样。医生为他解释这是动员剂注射后的反应, 小吴松了一口气, 安心等

待准备捐献，说：“ 如果能帮助别人,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4月25日，来自温岭的韩先生和丽水的涂女士同一天完成捐献，他门的造血干细胞

分别送往上海和苏州两家患者所在的医院。

韩先生是温岭市一家缝纫机工厂的员工，曾获得无偿献血金奖，平时就是个热心

肠的小伙子，这次捐献也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小韩的父亲更是全程陪同，老人家说：

“儿子是他的骄傲，他非常支持！”

涂女士是四个捐献者中唯一的女性，在丽水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 ，工作非常繁忙。

为配合患者的移植，她在北京开完会后直飞杭州。她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小时候，因

为父亲身体不好，得到过社会好心人的帮助，现在她同样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

别人渡过难关。”

4月24日，甘肃的捐献者孙先生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孙先生还为患者写了满满地三页信，并折成了千纸鹤，鼓励这位比自己儿子大几岁

的浙江小患者坚强起来，战胜病魔，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和“干儿子”见面。

浙江3天里 4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浙江分库 / 供稿



CMDP

05

福建省首位村支书捐献造血干细胞
福建分库 刘雅萍/ 供稿

2013年5月24日上午，许先生在福建省肿瘤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成为福建省首例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村官。

“我很高兴，终于等到与我配型成功的白血病患者能够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了。可

没想到，此时我母亲却病危了。”躺在病床上的许先生说。

许先生是福建省莆田秀屿区东桥镇许厝村的村支书，平时长期热心于无偿献血，每

半年就献一次血，已经坚持了6年。2009年，他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　　

早在2011年7月，他就接到和北京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的通知，并立刻同意捐

献。但由于对方病情原因，迟迟没有采集。

之后，许先生多次打电话了解患者病情。今年5月初，患者病情较为稳定，可以进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了。

谁知，就在他准备捐献时，77岁的母亲查出胃癌扩散，生命垂危。“百善孝为

先”， 按照沿海农村风俗，老人病危时孩子们要守在床边。如此时到福州捐献，数天时

间将无法在母亲病榻前尽孝。但患者病情危重，希望尽快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否则，

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在照顾母亲的这段时间内，即将失去亲人的悲痛我深有体会。”

许先生红着眼眶说，患者与自己年纪相仿，如果倒下了，一个家可就毁了。为此，他毅

然决定履行当初的承诺。许先生的决定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19日，他在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来到福州，采集造血干细胞。　

许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是一名党员，既然答应捐献，就要做到。现在农

村很多人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有误解，作为村干部，更应该带头，传递正能量。妻子、孩

子都很支持，相信一生善良的母亲也会理解他的做法。采集结束的当天下午，许先生匆

匆离开病房，回莆田照顾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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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生生不息
——记河南省第349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河南分库 文梅英/ 供稿

2013年6月5日上午，河南第349位捐献者盛女士采集完176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感慨地说：

“上善若水，生生不息，我捐这点血液，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太值了！希望我这小小的善举能向社会传

递爱心，也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列，拯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38岁的盛女士是信阳市供水集团客户服务部副部长， 2011年成为中华骨髓库的一名志愿者。

“我太幸运了，才采集血样两年，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盛女士激动地说。4月3日，在电话中得知

初配成功的消息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捐献。随后，经过高分辨配型和体检等，她完全符合捐献条件。

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信阳市红十字会会长包盛柏在欢送仪式上说，盛女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着人生信念，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释放着人性最善良、最具有爱心的正能量。她不但挽救了一个人的生

命，更拯救了一个家庭，给身边的人传递出一份善心和希望。市有关部门要建立一个保障体系，激励这种

善举，引导更多的人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队伍。

盛女士的捐献行为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大力宣传，婆婆通过电视了解情况后，非常感动，给盛女士打电

话说了四句心里话：“第一，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伟大的善举，全家人都非常支持；第二，对你的这种行

为，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奇怪，因为你一直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第三，在外面，保重身体，自己照顾好

自己，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干细胞；第四，你这种善举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为我们全家争光了。”

2013年5月8日，宁夏第8例志愿捐献者桂先生在北京采集造血干细胞。返回银川时，宁夏红

十字会、宁夏分库工作人员和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领导到机场迎接。

桂先生今年24岁，是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钽铌材料分厂的一名普通工人。2012年

5月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2013年2月，与国内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相合，他非常高兴

并表示同意捐献。同年3月，桂先生高分辨检测和体检均符合捐献条件。5月8日到北京成功捐献了

造血干细胞，5月18日返回银川。

5月21日，集团公司召开了“欢迎桂先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归来”欢迎仪式。会上，集团公

司号召全体员工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热心公益、大爱无疆的精神，学习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

工作作风。

宁夏第八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返回银川
宁夏分库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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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9日，武汉大学博士生小马在同济医院血液科采集造血干细胞。

3年前，小马在武汉大学参加义务献血，同时签下加入中华骨髓库的承诺书。一晃3年，

现在小马已是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专业的博士生。今年初，湖北分库通知他与一位患者

配型成功，他在电话里直接爽快而没有一点犹豫地给出两个字：“我捐！”不过，山东临沂

老家的父母起初他们并不答应更不支持儿子的选择。“怎么办？做工作呗！我有足够的专业

知识，可以解释给他们听嘛。我的父母都是乐于助人的人，他们很快认同了我的想法。”小

马笑着说。

反复的体检配型、打动员剂、为期两天的捐献……这些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而

小马本该紧锣密鼓地做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专项课题。这个

实验课题原本要在今年4月－6月进行，及时完成事关研发后续经费及新课题申请。但这正好

与他捐献的时间撞车。  

“他太低调，要不是请假函，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忙这个事。”实验室辅导员金晶说，当

大家得知他推迟研究的原因后，整个课题组的成员决定无条件支持他。

2013年5月28日，陕西宝鸡小张在妻子的陪同下捐献造血干细胞。“我真没觉得做这件

事有多么了不起！”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十年前的2003年，在北京服役的小张才18岁,一次去西单街头献血时，采集血样成为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已经28岁结婚成家并有了孩子的小张说: “当时没想到真的有机

会救人,不过我一直在等待。”

2013年2月，正在上班的小张接到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的电话，想都没想就说

“同意”捐献，一想能够给白血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就什么也不怕了。这十年当中，小张

从部队回到地方，其间在北京、河南、陕西等省都上过班，不过每一次更换他都不忘和骨髓

库联系更改自己的电话号码。十年的等待、十年的承诺，终于在2013年5月28日在妻子的陪

同下捐献出造血干细胞。

07

武汉大学博士生为捐髓推迟重要课题

十年的等待

湖北分库 章晟/ 供稿

陕西分库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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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爱心 不同的奉献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后，天津市第62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女

士的丈夫石先生，作为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队员，也在第一时间抵达雅安

市人民医院展开医疗救治工作。

天津分库的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立刻去家中看望王女士和出生不到60天的宝宝，送去了诚挚的

问候和祝福，询问石先生的情况和家中是否需要帮助。王女士诚恳地说：“家中一切都挺好，谢谢大家

的关心。当年没有他的支持，我不可能捐献造血干细胞，实现挽救患者生命的心愿，现在支持他的工

作，做好‘后勤’，让他在灾区没有后顾之忧，更好地救治伤员，这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吗……”朴实的

话语，表达了一位妻子的大爱，也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王女士于2010年10月25日、26日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今年3月喜得贵子。

天津分库 / 供稿

2013年5月28日上午，北京分库第1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殷先生在空军总医院顺利完

成采集，用爱和行动谱写了一曲感人的人道之歌。

殷先生是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骨干，平时业务工作非常繁忙。但他是一位非常有

责任心的人，当得知一位患儿亟需自己的帮助，他向骨髓库工作人员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捐献意

愿。由于整个捐献需要住院七天左右，为了不影响工作，殷先生在注射动员剂期间，依然进行着

课题的研究工作。他说：“不管工作多忙，我一定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去救那个患儿，实现自己十

年前的约定”。

十年前，2003年，殷先生正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加入中华骨髓库”的

活动中，怀着坚定的信念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

2012年10月，殷先生得知与一位血液病患儿初配成功的消息，坚定地给予捐献答复。然而

由于患儿的病情出现反复，初配成功后的工作暂时停止进行。2012年12月底，当殷先生再次接

到上海分库的电话时已经在北京工作，便把信息转至北京分库，由北京分库开展高分检测、体检

及采集工作。

2013年5月23日，在北京分库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殷先生来到空军总医院。 25日，殷妈妈

专程从上海来到北京，全程陪同儿子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殷先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义举也得到了所在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在给予殷先生带薪假期、

全力配合捐献时间安排以外，还特地在单位内部下达文稿，号召全体员工向殷先生学习：关爱他

人，奉献社会！

采集过程中，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娜、殷先生所在单位同事及北京分库工作人员先后来

到现场探望、慰问殷先生，刘娜副会长为殷先生颁发了捐献荣誉证书。

北京分库/ 供稿

十年之约
——记北京分库第157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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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与您面对面”活动

2013年4月26日，重庆分库首例捐髓9周年纪念日，邀请首例和另外8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及各大媒体记者齐聚重庆市红十字会，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与您面对面活动”。市红

十字会副会长冉茂忠、市红十字会顾问冉茂民、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刘厚品、市红十字会组宣

部部长冯健和组宣部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西南大学红十字会秘书长张欣、重庆分库采集中

心新桥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孔佩艳也应邀参加。活动由市红十字会组宣部副部长陈榜霞主持。

下午3:00，捐献者们陆续赶来，重庆分库办公室，充满了欢声笑语。市红十字会组宣部

部长冯健通报了重庆分库发展现状；市红十字会顾问冉茂民回顾了重庆分库的启动工作；各

位捐献者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心路历程以及捐献后的生活状态；西南大学红十

字会秘书长张欣介绍西南大学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开展情况；新桥医院血液科副主

任孔佩艳从专家的角度讲解了“科学献髓、无损健康”。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冉茂忠对捐献者们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赏，希

望捐献者们在社会上广泛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鼓励更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重庆分库 陈榜霞 / 供稿

四川地震发生后，山东分库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中，每天工作时间达十几小时，节假

日也在加班加点。同志们工作热情日趋高涨，以救灾工作促本职工作，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工作量与日俱增， 抗震救灾与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招募两不误。十多天的时间实现造血干细胞

捐献4例，初筛302例，再动员214例，高分83例，体检51例。

另外，山东分库主动承担起全省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招募、血样采集所需物品的发放，

共下发宣传册30000册，采血管47000支，荣誉证书17000张、宣传伞14550把、条形码

70000枚；自4月下旬以来，各地进入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高峰期，分库充分利用热

线电话指导各地的报名登记工作，省及市红会共采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血样近10000余

人份。尤其是在5.8世界红十字日、博爱活动周期间，山东各地红会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活动，济南市共采集血样571人份；临沂采集血样885人份；泰安采集血样逾1000人份，潍

坊一天就采集血样285人份；德州一次采集血样134人份。滨州市文明办、红十字会授予吕明

等1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博爱滨州-人道奉献模范人物”称号。

山东分库救灾招募两不误
山东分库 卢朝霞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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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分库 / 供稿

颂红十字精神   促民族团结
——新疆分库志愿者民族团结互助活动

2013年5月27日，在第31个自治区民族团结月，新疆分库组织各民族志愿者，举办了一期“颂

红十字精神，促民族团结” 志愿者民族团结互助活动。新疆分库工作人员、各民族志愿者们、乌鲁

木齐市电视台维吾尔语频道、都市报等相关媒体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活动。

分库工作人员为志愿者们做了造血干细胞及如何申请小天使基金等相关知识培训，使他们更多地

了解造血干细胞知识和进行宣传的重要性。志愿者们相互进行交流、相互沟通。他们当中有位维吾尔

族志愿者，虽然在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但她没有放弃帮助别人的那份爱心，她说：救人是好事，我不

后悔。志愿者了解了她的情况后，都愿意伸出友谊的手帮助她，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志愿者

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活动期间，志愿者彼此间加深了沟通，增进了友谊，并表示要用实际行

动为这项造福于生命的公益事业尽自己一份力量。

江苏分库 / 供稿

江苏省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培训班

2013年6月6日-7日，江苏省红十字会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培训班，江苏分库、省辖市红十

字会分管领导及专职干部，县（市、区）红会相关负责人120人参加培训。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

立明要求全省红十字会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好这项特色工作，高度重视质量、提升

工作能力，继续推进工作站建设等。

培训班邀请国内著名的医学人文学者、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孙慕义教授，倾其多年

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索与研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漫谈生命伦理学与红十字会的历史使命，深度解读生

命与人、伦理技术、生命伦理学原则、感恩等主题，并将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孙教授从全新的

视角阐述人生、生命和使命，给现场代表打开了一扇通往精神本义的窗。

血液病专家丁家华和心理学专家张长春作了题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和采集》和《如何建立良好互

信的辅导关系》的讲座，苏州市红十字会、昆山市红十字会、清浦区红十字会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地区

的工作经验，省分库分析了捐献工作中存在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与会代表进行了分组交流，

就做好宣传、立法、捐献者关怀保障等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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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0日，广东分库在韶关举办2013年度广东省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培训班。全省21个地级市工作站、血样采集点、部分区（县）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共100余人参加。培训班通报了全省各地捐献工作情况，部署新的工

作任务，就造血干细胞捐献科普知识、捐献服务操作程序、血样采集规范等

内容进行培训并制订相关的操作程序和规则。深圳组织配型实验室主任邓志

辉、深圳血液中心李慧文老师分别就造血干细胞留样的质量控制及常见问题

和志愿献髓者的遴选、招募、辅导、保留等问题进行讲解，各个工作站也积

极交流了工作经验。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

力。会上，广东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巡视员陈泽池、始兴县副县长刘胜

春为始兴县造血干细胞工作站举行了授牌仪式。始兴县工作站的成立也是继

全省21个地级市建立工作站后，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网络向县一级的延伸，

对在基层普及捐献知识，传播捐献理念，促进骨髓库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广东分库 李宁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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