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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考察团访问慈济
骨髓干细胞中心

2014年9月21—27日，由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为团长、财政部医疗保

障处处长姜宇、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安全与血液处副处长高新强、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组

织教育部部长靳伟民、组织教育部刘姝、杜世强、医疗服务部庞颖，以及吉林省红十字会

专职副会长温治宇、青海省红十字会副会长才让卓玛、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

长刘静、中华骨髓库河北分库副主任陈日新、江苏分库负责人丁玉琴组成的12人代表团，

访问了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深入考察了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主要工作。

组织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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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对中华骨髓库访问团的到访十分重视，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碧玉与

高东英副主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慈济大爱电视台总监汤建明、台北慈济医院院长赵有

诚、花莲慈济医院院长高瑞和等亲自接待访问团一行。访问团先后参观了慈济大爱电视台编

制部门，慈济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储存室、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心莲病房、慈济静思

堂、慈济大学、静思精舍等。

在9月25日与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座谈中，高东英副主任详细介绍了中华骨髓库

最新发展情况。访问团听取了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主任杨国梁和总干事陈乃裕的报告。

双方就加入世界骨髓库质量体系认证、招募和保留志愿捐献者、加强供患信息保密工作等问

题交换了看法。

此次考察访问，中华骨髓库充分展现了世界最大华人骨髓库的风貌，同时，汲取了台湾

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的宝贵经验。通过交流，两岸骨髓库加深了彼此了解，对双方合作和各

自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访问团一行还顺访了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和台湾

血液基金会高雄捐血中心，高新强、高东英和杜世强还捐献了全血，共计1250毫升。

10月10-11日，由福建省血液中心主办的高校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宣传工作座谈会在

福州闽侯岐山会议中心召开，首批来自在福州9所高校的20余名高校教师参加会议。会议总结

一年来高校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情况，介绍高校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经

验，并就高校造血干细胞捐献问题和对策探讨、新媒体运用等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进一步推进

高校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宣传动员工作的新方式、方法。

中华骨髓库福建省分库应邀参会，并作了“让生命在爱中延续”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知识

主题讲座。

福建分库为高校教师讲授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福建分库·刘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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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7日，天津分库在天津科技大学泰达校区开展造血干细胞宣传采样活动，该

校1002名学生踊跃报名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创造近六年内天津市造血干细胞单日采样人数最

多的新记录。

目前天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共有5.8万余人，成功捐献160人，其中学生约占50%。

除了天津科技大学，分库工作人员还将进入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大学、师范大学等10多所高校

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预计年内本市志愿者人数将突破6万人。

天津分库在科技大学招募千余名志愿捐献者

天津分库·马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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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分库开展造血干细胞宣传采集活动
宁夏分库

2014年9月23日至26日，中华骨髓库宁夏分库走进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开展造血干细胞宣

传及血样采集系列活动，旨在进一步扩大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队伍，给更多患者带来生的

希望。

为使矿业大学的师生全面了解造血干细胞知识，宁夏分库专门举办了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招

募及宣传讲座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认真讲解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师生们积极参与。

一名刚刚采集完血样的学生说：“我知道还有许多的白血病患者在等待着重燃生命的希望，如果我

们的爱心就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意义，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重要

途径。”

每当多一人伸出胳膊，参加一次捐献，就可能给一个生命带来重生，就可能给一个家庭带去希

望，那一管管点燃生命希望的血液也见证着学生们“人道、博爱、奉献”的高尚情怀。在为期四天

的血样采集活动中，50多

名志愿者进行血样采集。

师生们充满爱心、无私奉

献的行为，感染了身边的

人群，充分展示了宁夏志

愿者们良好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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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5日，2014年辽宁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羽毛球大赛暨志愿者“回家行动”在

沈阳金城宾馆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10多家媒体到场。中华骨髓库辽宁分库现场介绍大赛暨志愿

者“回家行动”的意义和内容。3名曾经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到场分享了捐献感受。

10月，中华骨髓库辽宁分库期望将进一步号召和呼吁志愿者主动更新联系方式，保持与志愿

者之间的长期联系，将举办辽宁省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羽毛球大赛，通过比赛加强志愿者之间的

联系，丰富志愿者的业余生活，促进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提升“回家行动”社会形象和影响

力，呼唤社会正能量。

本次活动以宣传为主，比赛为辅。赛事分为男（女）子单打、男（女）子双打、男女混合五

个项目，比赛采用三局二胜制,淘汰赛15分制，决赛21分制。除了正常比赛分数外，还设置了关注

中华骨髓库辽宁分库微信公众账号的人气指数分值，并作为比赛的重要部分，记入总成绩，微信

搜索“中华骨髓库辽宁分库”即可关注。该公益账号将定期发布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作用意义和捐

献小常识等，方便公众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事宜。

2014年辽宁省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羽毛球大赛，不是一次普通的体育赛事，参赛人员均为

中华骨髓库入库志愿者、愿意捐髓救人的爱心人士，比赛的意义超过了赛事本身，其实是一次爱

心的汇聚。通过比赛，强健志愿者体魄，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理念，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中

华骨髓库，不离不弃，真诚救助，一起创造生命的奇迹。

寻找“羽”众不同的你
——2014年辽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羽毛球大赛

       暨志愿者“回家行动”宣传活动启动

辽宁分库·王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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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4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的丁同学在同济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湖北分

库第2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992年出生的小丁，2011年10月加入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今年6月与广东一名白血病患者

配型成功。“能有机会捐髓救人，能成为湖北第200例捐髓者，我感到很幸运。”

2003年，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筹建，开展骨髓捐献。2012年8月8日，襄阳“爱心司机”候忠

成为我省第100例骨髓捐献志愿者。从0到100，走了10年，而从100到200，仅用两年时间。

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主任刘锐感叹：“数字背后，是无数志愿者用爱心传递希望；尤其是近年

来，‘最美新娘’向雪敏、‘大爱妈妈’黄丽丹、‘跨国捐髓’志愿者张宝、梁啸等捐髓救人的事

迹经本报等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加入骨髓库的志愿者越来越多。” 

湖北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00例

湖北分库·章晟

黑龙江分库举行2014年全省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培训班

2014年9月22日，黑龙江分库在哈尔滨对全省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代表进行了培训。

黑龙江分库请来从事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8年的全国优秀志愿者、黑龙江省“五个一百”

优秀志愿者王晓明为全省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代表进行了志愿服务培训讲座，通过他多年志愿服

务中总结出的经验深入浅出的为代表们讲解了志愿服务的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项，代表们就在志

愿服务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王晓明进行了交流。

黑龙江分库王晓琳副主任就造血干细胞知识和捐献造血干细胞流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全

省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代表进行了培训。详细讲解了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及如何在志愿服务中为

广大群众普及这些知识；对志愿者提出了工作要求及工作期望；并对志愿者代表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班的学习，志愿者代表纷纷表示收获很大，愿意为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黑龙江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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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日，重庆姑娘小许为一名远在广东接受治疗的5岁男童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成为天津分库第159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早在2008年，步入大学校园的小许在18岁生日当天与男友小朱相约在各自的大学报名成

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对于他们来说，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既实现帮助他人的夙愿，又能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小许的“成年礼”。“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既能挽

救一条生命，又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害，何乐而不为呢。”小许回忆到。

一晃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小许从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继续深造，联系方式也几经变化，当

天津分库的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她时，工作的繁忙、距离的遥远、时间的限制，本可以让她有

足够的理由改变捐献的初衷，但是当听到患者情况危急需要她时，一份对于生命的责任，使她

毅然决定回津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患者生命。

在 医 院 的 采 集 室 里 ， 已 经 “ 升

级”为小许未婚夫的小朱一直陪伴左

右，共同见证 “生命的奇迹”。“说

实话，看着她的血从胳膊中流出，挺

心疼的，但更多的是自豪，我挺荣

幸能与她一起分享这个光荣、快乐的

过程……同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小许是我的榜样，今后只要有机

会，我也会义无反顾地捐献造血干细

胞。”小朱由衷地感叹到。小许则诚

恳地表示：“能够让一个如此年轻的

生命依然留在这美好的世界上，还有

什么比这更重。”

未婚夫妻同为捐“髓”志愿者
爱心点亮血液病患儿生命之光

天津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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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日，在长沙某医院血细胞采集室，来自岳阳的杨先生正躺在采集床上，站在一旁，

快70岁的老母亲。一会为儿子挠挠痒，一会喂喂水，满房间里都传来她满口岳阳乡音的笑语。由于不

了解儿子的捐献过程，从来到长沙的那天起，年迈的老母亲“一路监督”儿子，时刻和儿子不分离。

四天前，也是在这张床上，中午时分，他们母子一到医院就看到一位棒小伙正在采集，那时，老

母亲，一进门，左看看，右瞧瞧，一言不发，很认真。为了打消老母亲的忧心，大家给她介绍起于前一

天刚采集完，和正在采集的也是来自永州的一个瑶族女老师。老母亲瞪大眼，把老师仔仔细细的看了个

遍。旁边的另一位女士，也打趣说：没事呢，我明天就采集了。看的出，一路风尘，一大早就从岳阳赶

来的老母亲有点疲惫，但是她担心的眼神在离开病房时，已有些许慈爱、祥和了。

9月23日起连续四天，湖南分库有四位志愿者捐献，老母亲的儿子是28号捐献，她也一一参与

“慰问”了先于儿子前面捐献的3位志愿者。

整个9月，湖南分库共有7位志愿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爱

心。我们也感谢这位爱儿子的老母亲，感谢所有给予捐献者支持和帮助的家人、朋友和红会的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这是一个值得守望收获的秋天！

一周内实现连续4例捐献

湖南分库·罗旭斌

2014年9月23日，贵州大学学生小郭在贵州某医院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贵州分库第100

例捐献者。 

2011年冬，恰逢贵州大学红十字会开展志愿捐献者招募活动，出于对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生命的

爱心涌动，小郭和身边很多同学都勇敢伸出了手臂，报名加入到了志愿捐献者这个大家庭中来。

2013年7月，小郭与河北一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经过高分辨配型和身体体检，小郭完全符合捐

献条件。 2014年9月23日在贵州某医院，小郭如愿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捐献造血干细胞给需要的

人，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捐献造血干细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又可以帮助

那些需要的人，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去。”小郭笑着对记者讲。

从首例捐献者到第100例捐献者小郭，因为有这些默默无闻、信守承诺、无私奉献的志愿捐献者

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爱心承诺。他们用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仁爱之心铸就了一个个生命

的奇迹，诠释了社会的美好与和谐，释放着人性最善良、最灿烂、最光辉的一面。

用爱铸就生命的奇迹
——贵大学子成为贵州分库第100例捐献者

贵州分库·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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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青年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新加坡患者

徐州市红十字会·张君贤

2014年9月22日，江苏省丰县青年阿亮，在北京某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亲

手交与患者所在医院医务人员手中，为一名素昧平生、新加坡的白血病友人捐献出了生

命的种子。至此，阿亮为江苏分库首例为新加坡友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阿亮，今年25岁，是徐州市丰县孙楼镇陈楼村人。2012年，在一次无偿献血中加

入中华骨髓库，今年6月，当他得知自己与新加坡的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他毫不

犹豫地决定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去挽救他人的生命。9月17日入院， 9月22日完成

捐献。

捐献期间，徐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飓、丰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玉翠，

专程到北京看望并慰问阿亮及其亲属，向他颁发博爱奖章，赞扬阿亮热心公益，有爱

心，是情义丰县人的代表，并代表徐州市红十字会向周亮亮及其亲属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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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捐髓”涌现小高峰

 秋风送爽，硕果累累。9月河北分库在省红十字会的正确领导和全市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河北分库

完成6例捐献是2014年第二次单月捐献最多的月份。

9月8日，正当人们沉浸在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日气氛里时，来自石家庄的个体从业者施先生，为挽救一

位白血病小患者生命，正在为第二天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做最后的准备，他用大爱将自己与患者相连，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佳节。

施先生于2009年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4年6月接到通

知，他与北京一名年仅5岁的小患者配型成功。善良的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了顺

利完成捐献，接到配型的通知后，他积极配合红会工作人员的安排，加强体育锻炼，合理调节饮食结构，

同时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因为患者病情危急，捐献时间提前，定在了中秋佳节。得知情况的施先生坚定

的说：什么也不用考虑了，你们就按计划执行吧。我的事我做主，家人的解释工作我来做，救人是第一位

的，没有什么比救人性命重要。9月9日，在爱人和分库工作人员的陪伴下，施先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他的善举感动了身边所有的人。

9月15日，一个是曾经服役5年的退伍兵，一个是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河北两名80后张先生和

刘女士， 15日上午同时在石家庄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他们的青春之路，从未停止奉献的脚步。

9月23日上午顺利捐献的河北保定某学校的王老师是2012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在得知配型成功后，

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很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这么多年都不一定能配型成功，通过自己可以挽救一条生

命，我觉得很值得。”王老师说，当后来知道与她配型成功的是一个孩子时，她更加坚定了捐献的意愿。 

“作为一名老师，每天面对的就是孩子们，同时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所以我一定会这么做。”

同日在石家庄某医院完成捐献的马先生，是一名个体经营者，他从小就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大

学期间就开始无偿献血，十几年一直坚持。捐献前，老父母本打算来医院看望他，路上却遭遇了车祸，老

父亲不幸被撞伤，脑出血，颅骨骨折，住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为了不影响儿子捐献，老母亲一边安顿和

照顾老伴，一边给儿子打电话说：“你爸感冒了，医生说的马上输液，我们不能过去看你，放心吧你爸没

事，安心捐献，救人要紧。”多么善良而伟大的母亲，多么有爱的一家人！让我们不禁对这对老人的精神

肃然起敬！

9月26日，来自石家庄的爱心司机薛先生在医院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捐献前为了打消父母的

顾虑，让老人放心，他专门咨询了当医生的表弟，由表弟给父母讲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了解越

多，捐献的信心就越坚定，父母和妻子的态度也逐渐缓和，并支持他做成这件好事。

住院和采集期间从没有家人陪伴在他身边。他说“我知道现在花的都是患者的救命钱，能省点是点，

红会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看我照顾的很好，所以，就不让家人陪同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顺利捐

献，让患者早日康复，我就安心了。”

河北分库·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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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日，来自马鞍山市的90后红十字志愿者小琳在安徽某医院顺

利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名同龄白血病女孩，实现了皖苏同龄女孩之间的爱心

传递。

安徽分库马鞍山工作站2008年成立至今，马鞍山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由

最初的300人上升至3500人，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得益于“三方共

建、志愿服务、强化宣传、人性关怀”的“3+1”工作模式，即建立市红十字

会、中心血站、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社团三方共建的工作机制，围绕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做好服务。

一是建立三方共建的工作机制。采用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社团三方共建的工作机制，市红十字会在捐献造血干细胞工作的组织、协

调、宣传、业务流程等环节进行宏观管理，并给予志愿者社团物力、财力支持，

指导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工作流程。二是充分依靠志愿服务团队，发挥广大志

愿者作用。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支持造血干细胞宣传、采集样本、捐献等工作。

2013年起，协会志愿者车队负责捐献者从体检到回程的全环节护送工作，为成

功捐献者做好跟踪服务。三是给予志愿者人性关怀，做好服务。四是加大宣传，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市红十字会一直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路媒体等各种

形式开展宣传，提高广大市民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正确认识和荣誉感。

马鞍山市造血干细胞工作成绩突出，得到安徽省红十字会、国家红总会和

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皖苏同龄女孩爱心传递 
志愿者践行核心价值观

马鞍山市红十字会·林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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