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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5日上午，小邹在武汉同济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挽救一位河北患者的生命。

2006年，小邹在浙江宁波打工参加无偿献血时填写了捐献骨髓的登记表。

2013年1月13日，因为要查找农技知识，他步行十几里路，到镇上网吧上网，打开邮箱发现一封去年

12月31日浙江分库通知他“速联系”的信。原来，他登记的地址、电话已换了。他说：“没有错过这封

信，是我的缘分。”

经过两次检测，他与一位33岁患白血病的男子配型成功。捐髓时间初定在7月初，而这正是他3亩水果

甜玉米播种最佳时间。返乡当农民的小邹，一直想通过知识和技术，改变父辈艰苦、低效的耕种方式。今

年，他准备试种3亩新品种的玉米，预计能纯赚4000多元。得知捐髓前一周要进行准备，后一周又不能干

农活时，他显得犹豫了。他说，这个玉米品种琢磨了很久，如果现在错过最佳播种期，收成会大打折扣。他

坦诚地和省骨髓库工作人员沟通，看看能否推迟几天再捐髓，让他先把玉米种了。得知患者病情等不了时，

▲小邹走进改种其它品种的玉米田。

小邹步行50里   
       捐献造血干细胞
编者按

“舍己”和“为人”是人的优秀品质。为了

“为人”而肯于“舍己”，或宁可“舍己”也要

“为人”，更是值得称赞和崇高的美德。湖北的志

愿者小邹便是一位具有“舍己为人”高贵品德的普

通农民。

为使病人按计划移植造血干细胞，他宁可错过最佳播种时间，改种其它品种而收成大打折扣；为减轻患者

沉重的经济负担，他甘愿徒步5个小时，走了50里到达火车站；为使体重达到标准要求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他

主动改变已多年清淡的饮食习惯增加体重。这一个个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举动，无不令人为之非常敬佩和感动！

7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以《小邹步行50里捐献造血干细胞》、《湖

北80后自愿捐髓救人 母亲鼓励其“兑现承诺”》等不同的标题进行报道，现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邹步行50

里捐献造血干细胞》以飨读者，向小邹致敬！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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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无国界，       向白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首次

天津分库 马淼 / 供稿

2013年8月7日至8日,天津的

小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采集34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成为中华骨髓库首位向白人患者捐

献的志愿者，他自豪地说：“从报

名的那一刻，我就想着奉献一份爱

心。自己的点滴付出，能为患者带

来康复，我感到很幸运！”。在采

集期间，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

洪俊岭、副主任高东英分别到医院

看望小张，对他拯救生命、奉献爱

心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

洪主任介绍，小张是中华骨髓库首位给白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由于人类遗传基因的复杂性，任何国家

的骨髓库都不可能满足本国患者的需要，因此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骨髓库中来，去挽救更多的患者生命。

今年23岁的小张在2008年刚刚步入大学校门时，和全班同学一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志愿捐献者。毕业

后，小张到北京一家企业工作，随后被公司派往内蒙古。今年4月，他接到与一名外籍男性患者配型相合的通知。

他与家人开始三天“漫长”的讨论，咨询医生、请教工作人员、网上查询资料，细心的母亲为这个决定做足了“功

课”。最后，开明的父母支持他完成捐献愿望。由于他工作在内蒙古的库布其沙漠，数次往返于天津与内蒙古进行

各项检查，每次坐火车单程就要16个小时，他没有一句怨言。

他下定决心：“玉米今年就改种其他品种吧。”为减轻患者沉重的经济负担，小邹徒步5小时，走了50

里路，到达火车站，接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他满脸赤红，汗流不止，既敬佩又感动。

当天到武汉后测量体重，1米67的小邹只有48公斤。医生告诉他：“要加强营养增重，不然不能

捐。”为此，他主动改变了已经多年清淡的饮食习惯，接连几天进补排骨汤、蛋白烧牛腩等，使体重增

至51公斤，达到捐献要求。

2010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小邹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从邻居口中得知儿子去武汉是要

捐骨髓救人时，泪如雨下。但通过工作，母亲被他说服“你是做好事，去吧！”小邹是湖北省首位以农

业劳动为职业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3年8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进行播报。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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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6日，管理中心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征求意见会。会议由中心主任洪俊岭

主持，中心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参会人员积极发表对管理中心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建议，气氛热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党员干部真正把反对“四风”落到实处，并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常态化、机制化，贯穿各项工作始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二是深入到分库、实验室等基层单位

进行调研，了解基层情况，更好的改进工作，提高总库科学管理水平。三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党员干部

的培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更好地为移植工作服务。四是希望逐步提高聘用人员福利待遇等问题。

中心主任洪俊岭强调，党员群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管理中心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教育

实践活动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对意见进行梳理并研究落实。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

“落实整改、建章立制”两个阶段继续深入挖掘管理中心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有效整改，管理中心党员领导

干部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让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落到实处。

7月29日，管理中心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总会第2督导组张莉同志传达总会关于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边晓同志做民主评议说明，管理中心主任、管理中心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组长洪俊岭作动员讲话，中心副主任刘静湖主持会议。管理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中心全体党员、处级以

上干部参加会议。

洪俊岭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做出的战略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决策，是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是加强党对红十字事业领导的必然要求，是中华骨髓库围绕大局、服务民生的必然要求。

洪主任表示，管理中心高度重视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成立了管理中心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根据总

会部署并经总会督导组审定了《管理中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从2013年7月初开

始，集中教育时间5个月，将着力抓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三个重要环节。洪主任要求教育实践活动在全体党员中开展，重点是领导班子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主要

任务是引导党员干部树立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作风，解决突出问题，保持清廉本色，使党员干部思想进一

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以作风建设的新成

效凝聚起推进造血干细胞事业的强大力量。

动员会后，中心领导班子立即召开会议，制定出落实第一阶段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完成时间。经研究，

在8月中旬前，将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并就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学习讨论进行了

安排。拟定了到北京分库进行“走基层、转作风、促发展”主题调研实践活动方案，协调北京市血液中心

开展献血车志愿者体验活动。

管理中心召开专题征求意见会

管理中心召开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办公室 刘文瑰 / 供稿

办公室 刘文瑰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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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日上午，河南民警王先生在省肿瘤医院采集15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全省第

360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省、市、县红十字会，省公安厅、焦作市公安局等单位领导前往医院慰问看

望。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国新为王先生颁发荣誉证书，高度赞扬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成为受人爱戴的最美警察。

今年41岁的王先生，多年来坚持参加无偿献血，已捐献3000毫升全血和3次血小板，3年前加入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

今年3月，王先生与一名19岁的白血病男孩初配相合。经过高分辨检测和全面体检，王先生完全

符合捐献造血干细胞条件，没有丝毫犹豫，表示愿意履行承诺。王先生说：“从小我就想成为能够救

人于危难的人，并最终选择了警察作为职业。能用这种方法去挽救一个特别需要帮助的生命，我感到

很幸运。”

3个月前家人知道后，上高一的女儿特别支持，说父亲真伟大，他还要向父亲学习；王先生的父亲

也表示支持，说无论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名民警，都应该这样做；王先生的母亲和妻子因特别疼

爱他而表示反对，结果父亲就站出来做她们的思想工作，最终也获得了她们的支持。王先生所在单位领

导称赞他树立了公安干警一心为民的好形象，县公安局已经掀起向王先生学习的热潮,有60多人加入到无

偿献血和骨髓库的行列。

2013年6月18日上午，来自西南大学的大四学子小吕，在重庆新桥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挽救一位

远在广州的2岁白血病小女孩。

23岁的小吕家住浙江宁波，于20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南大学。2011年4月志愿加入中华骨

髓库。2012年11月7日，小吕接到和一位广州的白血病患儿初配成功的通知后，义无反顾地表示愿意履

行当初的爱心承诺，捐献造血干细胞。6月13日，在重庆分库工作人员和同学的陪同下入住新桥医院。

小吕的捐献不仅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勇于担当、富于奉献的精神，更是一种对生命价值和真谛的完美

理解和诠释。这样的人生领悟来源于爱心的传递，小吕说，自己从小学4年级开始，一直受一位姓何的

伯伯的资助直到大学，爱心的种子早就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并将在他以后的人生中愈加枝繁叶茂！

最美警察，用爱心点燃生命

爱的传递

河南分库 / 供稿

重庆分库 陈榜霞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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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捐献造血干细胞  女儿成了开心果
浙江分库 / 供稿

2013年7月16日，“我叫陈怡欣，我陪爸爸来做好事！”这是欣欣走进采集室的第一句开场白。欣欣

的爸爸陈先生在省中医院为一位白血病患者采集造血干细胞，成为浙江省第139例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80年出生的陈先生是海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单位志愿无偿献血应急队伍的

成员之一。

2011年5月，陈先生填写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同意书》，成为中华骨髓库的一名捐献志愿者。

今年1月份，陈先生接到与湖南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的通知，不假思索地答应捐献。7月12日，他按计

划入住省中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经过4天的动员剂注射后，16日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女儿欣欣更是大家的开心果，一会给爸爸的鼻子挠痒痒，一会为爸爸念荣誉证书，小学二年级的她虽

然不能完全读懂证书上的内容，但是欣欣知道爸爸是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她说：“爸爸，你真棒！” 

2013年7月23日上午，来自浙江宁波的

19岁姑娘小李在浙江省中医院为广西的一

位白血病患者采集214 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

液，成为浙江目前年纪最小的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因为小李年纪小，大家很担心她的身

体，但活泼开朗的小李调皮地笑道：“我可

是勇敢的小胖子哦！”一张嵌着酒窝的圆脸

蛋还扮成鬼脸，把全场工作人员逗乐了。浙

江省、市、县三级红会的领导都赶到医院看

望小李，为她小小年纪的无畏精神给予大大

地赞许。

2013年年初，小李和一名上海的白血

病患者初配相合，她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

但对方很快去世，捐献不得不终止，这让小李心理留下遗憾。5月，小李再次接到与一名广西患者

初配相合的电话通知，“一年我居然配型相合两次，我当时就想别再错过留下遗憾了！”小李坚

定地说，她积极配合完成高分辨检测和体检。最终，确定7月23日捐献。

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范大姐帮忙栏目》、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浙江日报、钱

江晚报、杭州日报、每日商报、健康报、新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了小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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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型成功像中500万大奖
辽宁分库 李穆 / 供稿

2013年7月16日，经过两次采集造血干细胞，当医护人员将针头从杨女士胳膊上拔下来的时候，她安

心地笑了。告诉采访的记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和献血差不多，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她呼吁每一位有

爱心的市民，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这个爱心“大家庭”中来。

杨女士是一位“60”后，善良、乐观、热情，喜欢帮助别人。今年6月，她因无偿献血2400毫升及捐

献28个治疗单位的血小板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2007年，杨女士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留下血样成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经6年的等待于今年4

月7日，得知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的通知，非常高兴地说：“太好了，能与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万分之一的相合率落到我头上，我感觉就像是中了500万的大奖！我同意捐

献！”，并开始锻炼身体，增加食量为自己增加体重，确保能捐献出一份健康、足量的造血干细胞。经过高

分辨、体检合格后，启程赴沈，进入最终的捐献环节，实现拯救他人生命的愿望。

“我把婚期推迟，时间太赶来不及准备结婚的事。我都答应捐献了，不能中途反悔，优先考虑捐

献。”原本8月成为新娘的佟女士，为了患者按计划移植造血干细胞推迟了婚期，在2013年7月24日成功实

现捐献，成为宁夏第10例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现年25岁的佟女士，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一名普通核保员。2007年5月，刚成年

就在母亲的支持下，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2013年3月，她与国内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相合，

当即表示同意捐献，家属也十分支持她的善举。7月，佟女士在北京某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实现了挽救他

人生命的伟大善举。周围亲戚朋友同事非常关注她的身体恢复情况，公司领导也前往探望慰问，号召广大

员工学习佟女士这种“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博爱精神。

推迟婚期捐献造血干细胞
宁夏分库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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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捐献者郝同志送给患者一份“生命保险”
山西分库 左彤 / 供稿

2013年7月8日上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山西分公司34岁的郝同志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山西省红十字会授予郝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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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同志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从2007年开始，每年坚持无偿献血1-2次。2009年8

月，郝同志在一次无偿献血时采集10毫升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2013年3月，他得知与正在苏州市某医院治疗的一位女性白血病患者初配相合，立即同

意并取得单位的支持。经过高分辨配型、体检，符合造血干细胞捐献条件。7月8日上午，采

集造血干细胞时对工作人员说：“能救一个人的生命，是积德的好事。我在保险公司工作，

也算是送给患者一份‘生命保险’吧”。

2013年8月1日上午，来自太原铁路局40岁的于同

志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采集淋巴细胞。他一脸阳

光地说：“病人的需要，就是我奉献爱心的机会，将

爱心进行到底。”山西分库领导看望慰问于同志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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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他二次

挽救白血病患者生命的爱心和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

于同志在太原铁路局侯马车务段工作，多年来

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多次无偿献血。2011年6月，成

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12年4月10日，于

同志在山医大二院采集造血干细胞，救助正在北京治

疗的一位女性白血病患者。

2013年7月9日，患者病情复发，希望于同志进行

二次捐献，采集淋巴细胞促进患者进一步康复。他立

即同意，并表示尽快到太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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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5日赵女士完成体检后，就投入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积极准备之

中，时刻注意清淡饮食，加强锻炼……。7月2日当她接到采集造血干细胞的通

知时，因超负荷的工作对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工作人员及时向上级汇报，建议

暂缓捐献。而赵女士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坚定的说：“我一定要对患者负责，只

要我能捐献就一定坚持到底，我身体恢复了马上进行捐献。”

7月24日，身体刚刚恢复一点的赵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要求为患者捐献，住进

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注射动员剂、采集造血干细胞。

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张忠桥

河北分库 宋丽娟

一切为了患者的生命

8月2日，河北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田更志（中）和秘书长赵书平到

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就如何更好地关爱捐献

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捐献环境进行调研。在定点医院招待所，田更志副会长

看望志愿捐献者的同时，向河北分库负责人陈日新详细了解捐献者的日常生

活起居情况，并与招待所的领导进行了沟通。在河北分库办公室，田副会长

就如何为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并现场提出具体要求。

 / 供稿



CMDP

09

2013年7月18日，湖北分库在武汉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暨志愿服务工作会议。省

红会领导，省分库、各市州、直管市和神农架林区红十字造血干细胞捐献负责人，血液

中心负责采集工作人员及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队代表60余人参加会议。

湖北分库主任刘锐对2012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2013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

排。会议对2012年度工作突出的单位进行了表彰。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郑军对各志

愿服务队进行授旗，并发表讲话。

会议还邀请武汉血液中心实验室主任沈刚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及血样采集和保管

进行培训。最后，分库主任刘锐对会议进行总结。

湖北省“2013年造血干细胞捐献
暨志愿服务工作会议”召开

湖北分库 章晟 / 供稿

广西分库 刘丹莉 / 供稿

2013年3月25日，广西柳江县里雍镇农民孙大叔和一位白血病女孩配型成功，非

常高兴。

“这事很平常，谁都会这么做的。”孙大叔认为，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一件顺理成章

的事。几年前，孙大叔开始无偿献血和成分献血，逐渐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帮助

白血病患者后，报名采集血样成为志愿者。

孙大叔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同时教育女儿。在孙大叔捐献期间，正在读高二的小姑

娘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对父亲的善举，她感到自豪。她说等到自己满18岁的那天，也

要加入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柳州农民为白血病女孩捐献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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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分库 滕进 / 供稿

青海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

2013年7月16日，青海省红十字会2013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血样采集活动在青海畜牧兽医职

业技术学院举办。

副院长努果在启动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动员全院师生积极加入到这一造福人类、惠泽

同胞的事业中来，为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献上一份爱，为扩充“中华骨髓库”库容量做出应有

的贡献。

当日，有200余名志愿者采集血样，领取资料、登记、咨询处挤满了人，采集点前排起了长队。

青海分库成立以来，共有7700余名志愿者的造血干细胞资料录入中华骨髓库。

陕西分库 / 供稿

陕西分库举办2013年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座谈会

2013年7月6日至7日，陕西分库在西安举办“2013年陕西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座谈会”。

陕西省历年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参加座谈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陕西分库经过十年的发

展，至今年6月30日累计入库资料为88426万人份，完成捐献113例。另外，还在高校成立了数

十家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服务小分队；并在榆林、延安、宝鸡、咸阳、商洛等红十字会成立了造血

干细胞工作站；每年定期召开捐献者座谈会。

开幕式上陕西分库刘耀堂主任致词，每个捐献者积极发言，气氛活跃。第46 例捐献者、西铁

分局职工张文杰，2008 年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单位的“红人”，2009年被评为铁道部十大青

年标兵，连续两年获得铁道部劳动模范称号。

此次座谈会大家对骨髓库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表示会继续关注这项造福于无数白血

病患者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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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欣春 / 供稿

安徽分库 / 供稿

泰州市大学生暑期志愿服务拉开序幕

 淮南市暑期大学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正式上岗

2013年7月10日下午， 2013年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博爱青春 血脉相‘髓’”暑期志愿服务拉开

序幕。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的主题是“血脉相‘髓’”，活动的内容以宣传无

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为重点，在原先招募捐髓献血志愿者的基础上，不断拓展项目内容，丰富活动

形式，彰显红会特色。根据活动安排，志愿服务队除了日常在城区无偿献血点开展无偿献血宣传以及招

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外，还将去医院探望白血病患者，参观泰州医药城脐带血库、与泰州成功实现

捐献志愿者座谈、赴采集医院现场参观志愿者捐献、深入社区开展无偿献血和捐髓知识宣传等。

为保证大学生暑期志愿服务取得实效，泰州市红十字会全程组织、指导并参与该项目。

2013年7月16日下午，淮南市红十字会暑期大学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即来自各个高校

的20余名淮南籍大学生志愿者在淮南市龙湖路地下商业街爱心献血屋前集合，统一佩戴红十字志愿者

服务牌、志愿者帽，进行简短培训后正式“上岗”，开始暑期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接

替平日安徽理工大学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的工作。

这些淮南籍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自不同学校，他们利用暑假回家乡之际纷纷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

希望参加社会实践，开展志愿服务。淮南市红十字会热情迎接这些热心的大学生志愿者，为他们选择合

适的服务项目。暑期高温酷暑正是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样本采集比较困难的时段，也是本地大学

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放假空挡时期，而这群放假回乡的淮南籍大学生志愿者正好补缺，也是

对他们很好的锻炼。大学生志愿者耿梦宇和吴妍分头发动、召集自己的同学和朋友，两天之间就有20

余名大学生报名，他们不怕酷热、路途较远和辛苦，于7月16日下午，聚集在献血屋，经过淮南市红十

字会简短的培训后，他们进行分队、排班，轮流在献血屋前上岗，向过往市民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

偿献血知识的宣传动员和捐献者的引导、服务等工作，成为人流攒动的地下商业街一道别样、亮丽的风

景。为了做好这样神圣的服务，刚刚年满18岁的杜长庚等大学生志愿者们纷纷自己先献血、采样，再

做宣传动员，以实际行动和体验带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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