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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复信张广秀

近日，各大媒体报导了曾患白血病的大学生村官张广秀

心怀感恩，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后，竟意外收到习总书记语重

心长回信的新闻。这样一封信，也让曾经参与救助张广秀的

中华骨髓库全体员工深受鼓舞。

2010年9月，张广秀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住院治疗，在

医院仍心系工作。张广秀的事迹和病情经媒体报道后，在全

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华骨髓库全体员工也时刻关心着张广秀

的病情进展情况。

2011年初，中华骨髓库在接到张广秀配型申请后，立

即启动相应工作程序，基于中华骨髓库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以

及高分数据入库的增加，很快就锁定了几位配型相合的志愿

捐献者，随后复核检测、体检，最后确定了山东志愿捐献者

汪凯。

2011年3月6日、7日两天，汪凯为其捐献了造血干细

胞。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卫生部部长陈竺，山东省

长、省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姜大明，山东省副省长、省红十字

会会长王随莲，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秦银河，中国红十字

会副会长郝林娜，中宣部《党建》杂志总编辑刘汉俊等领导

到医院慰问捐献者汪凯，并对他这种奉献精神和爱心行动表

示赞赏。2011年5月31日，张广秀顺利出院。2013年6月

17日，张广秀重返阔别了33个月的村官岗位。

▲习总书记给张广秀的复信

组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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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7日下午，过2天就是我国传统节日除夕了，在大家都已准备回家团聚的

时刻，江苏省无锡市的志愿者顾女士却在北京空军总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为救助远在意

大利的一位亚裔白血病患者。她是江苏省的第348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江苏分库首

位向意大利并且非华裔患者捐献的志愿者。

江苏省首次向意大利非华裔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江苏分库

▲中华骨髓库副主任刘静湖(右二)、刘维新(左三)等与捐献者及
工作人员合影。

志愿捐献者汪凯无私奉献、救助他人的善举也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誉，荣获了 “2011年山东

新闻人物”、“东营市优秀共青团员”和“东营市红

十字会荣誉会员”称号。

如今，汪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的同时，积

极参与当地分库志愿服务的宣传活动，以自身经历宣

传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这一公益事业，号召更多

有爱心的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

中华骨髓库全体员工听到张广秀重返工作岗位，

又收到习总书记的回信，为她感到高兴,祝福她在岗位

上取得新成绩。同时，也更激励全体员工不断进取，

将骨髓库做大做强，为更多的患者带去福音。
▲

2011年3月7日华建敏会长看望汪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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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生命同在

2014年1月9日，来自山西省北方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陈女士在山西医科大学第

二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她是山西分库第95例捐献者，也是太原市首位少数民族捐

献者。

捐献当天上午，山西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白冰授予陈女士“山西省红十字会

荣誉会员”称号，表彰她参与公益、奉献爱心、拯救生命的高尚行为，并对她挽救白血病

患者生命的爱心和善举表示感谢。陈女士说：“能与患者配型成功十分难得，挽救一个人

的生命，是积德的好事。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使患者转危为安。”

2006年9月，陈女士在太原市无偿献血时，在《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上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并采集10毫升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2013年9月，山西分库接到通知，陈女士与正在北京市某医院治疗的一位19岁男性

白血病患者初配相合。陈女士很爽快地同意捐献并取得单位和家人的支持。她的爱心和善

举，给白血病患者重新点燃了生命之光。

2013年10月，陈女士经过高分辨配型相合后，体检也符合造血干细胞捐献条件。

2014年1月9日，采集完造血干细胞的陈女士对工作人员说：“能与白血病患者配型成

功，就是十万分之一的缘分，在此我也想向社会呼吁，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

库，愿生命同在。”采集结束后，山西分库工作人员与来自北京移植医院的医生进行了造

血干细胞的交接。

血融于情，带着浓浓爱心的“生命种子”——造血干细胞，于当晚运抵北京并移植到

患者体内，实现捐献者陈女士挽救患者生命的愿望。

山西分库·左彤

顾女士是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长，2011年加入中华骨髓库，2013年10月

底她接到通知与一意大利籍患者配型成功。因为是医务工作者，对干细胞捐献比较了解，

很快就进行高分辨确认，结果是十个位点全相合，体检也完全合格。在反馈信息后，意大

利骨髓库发来患者移植时间是2014年1月28日，恰逢中国的春节前夕，完成捐献回家将

是小年夜。工作人员带着一丝犹豫把捐献时间、地点告诉顾女士，她经过思考，还是觉

得“救人要紧”。2014年1月22日，她安排好家中的一切，在同事们的祝福声中，在工

作人员、爱人和儿子的陪伴下一起来到北京。经4天的动员剂注射后，27日下午进行第一

次采集。28日上午11点，第二次采集结束，中华骨髓库副主任刘静湖为她颁发了荣誉证

书，并将造血干细胞交给意大利骨髓库的工作人员Petro Tyschtschenko，这份爱心就随着

意大利友人飞往意大利，送到患者所在医院，缓缓地输入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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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故事 相同爱心
    ——河北分库新年元月7名志愿者捐髓救人

河北分库

2013年河北分库取得了可喜成绩，全年捐献42例创历年捐献新高。2014年元月7例志愿

者捐献，是单月捐献人数较多的月份，给马年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1月7日，来自辛集经营箱包生意的邓女士在白求恩和平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在街坊

邻里眼中，邓女士是个热心人，她总是爱帮助别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帮助别人就是

帮助自己”。邓女士朴素地认为，只有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才能在自

己困难时获得帮助。年底是她生意最忙的时候，捐献时间赶在这个节点上，她也没有丝毫犹

豫，按照采集计划如期来到医院，她说“病人等不得”。她是省2014年第一位捐髓英雄。

1月13日，现年34岁的刘先生是定州人民医院的医生，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经4个小

时，共采集213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完成了“任务”，刘先生顿时赶到轻松了。看着被

收集起来的小小一袋“救命血”，他说感觉很奇妙，这一小袋血注入患者体内自己又多了一

个陌生的血缘亲人。这个新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加入骨髓库，为更多需要帮

助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

1月14日，来自邯郸的董先生，是全省年龄最小的捐献者，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采集

造血干细胞。21岁的他是个阳光、乐观的小伙子，也是个生活辛苦的打工仔。他家在农村，

父亲去年因病瘫痪在床，女儿刚出生不到两个月，全家的生活重担都是他扛。接到配型成功

的电话后，他没有一丝犹豫。“这是好事，应该去做。”他说他要做个让女儿骄傲和自豪的

父亲。

就在同一天，来自邢台的赵先生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采集造血干细胞。去年6月，他

成功为山东一名90后白血病患者送去了造血干细胞，因患者病情需要，他今天将再次为这名

患者捐献。因患者病情反复，他的捐髓路很曲折。在等待捐献的日子里他做了第二次体检和

第三次体检，反复体检、复查，他从没抱怨过，总是积极配合。

从1月15日到20日，来自不同市的三位志愿者也分别采集了造血干细胞，为患者奉献爱

心，其中来自邯郸市广平县胜营镇宋咕村的乡村医生张先生是2012年加入中华骨髓库，短短

一年的时间就配型成功，他感到十分幸运：“就像中了500万彩票一样，太激动了！”



CMDP

05

39岁护士“高龄”捐髓
湖北分库·胡林

2014年1月13日，张女士兑现了她的誓言。这名来自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医院的女护士已39岁，作为

一名高龄志愿捐髓者，为一位上海白血病少年捐献造血干细胞。

张女士说，自己对完成捐献如此坚定，缘于生平第一次了解捐髓（即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经历。

“很多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讲一个小男孩患了白血病，跟他配型成功的捐献者却

反悔了，这个男孩最后在等待中病逝。”说到这里，张女士一脸沉痛，“这对我震动非常大，我当时就

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加入骨髓库，如果配型成功一定要完成捐献。”2012年2月26日，张女士

主动要求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13年10月，她接到骨髓库配型成功的通知，当时只是楞了一下，没跟

任何人商量，直接答应捐献。

张女士的丈夫是宜昌市中心医院CT室主任，对于张女士捐髓全力支持。“他非常支持我，为了来陪

我完成捐献，出发之前还赶着加班把CT片都看完了。”懂事的儿子更是一板一眼地对她说：“妈妈，你

这是做好事，能救人，我为你骄傲！”

“在医院里，我每天都能接触到各种患者，了解重病在身的痛苦。”张女士表示，这让她更了解生

命的意义。

不久前，一名完成捐献的湖北志愿者，被所捐助患者“微博点名”，希望志愿者为自己再捐一次。

对于受捐者的“索捐”，张女士表示理解，作为一名志愿者，她坦承心声：“只要身体许可，只要能救

对方，我相信大多数志愿者都不会拒绝二次捐献。”

新疆分库举办志愿者交流会
新疆分库

2014年1月11日下午，新疆分库在春节到来之际，举办迎新年志愿者交流座谈会。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志愿者和志愿者之家的代表们、新疆分库刘芳主任、茹克娅 ・艾木都拉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开始。刘芳主任对每一位志愿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真诚的祝福。她

在讲话中说：志愿者不仅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爱心，还积极加入热心公益事业活动，把关怀带给社会，传

递爱心，传播文明，大大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信任，促进了社会和谐。茹克娅为志愿者们做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流程、志愿服务及造血干细胞宣传知识等业务知识的培训。参加座谈会的媒体记者们纷纷与志

愿者们进行交谈，真实生动的采集到志愿者们生活工作学习内容。王先生是新疆分库第一位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志愿者。他说，捐献造血干细胞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是通过外周血液体外循环的方式

进行采集。他真心希望新疆分库有更多的志愿者能成功捐献，挽救更多的血液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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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库看望喜得贵子、千金的两名捐献者
北京分库

2014年春节前夕，北京分库工作人员先后看望、慰问两位喜得千金、贵子的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厉莉和高立鹏，向他们表示诚挚的祝贺，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刚做母亲的厉莉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2007年、2009年，她曾两次捐

献造血干细胞救助同一名白血病患儿，用坚定无私的博爱树立了道德的楷模，2011年9月，

她被评为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刚做父亲的高立鹏是北京分库第1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2010年6月他为一位17岁的

小女孩无偿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让花季的生命在爱中绽放、在奉献中延续。

目前在北京分库成功捐献的171位志愿者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5名志愿者在捐献

后都有了自己的宝宝，当上了爸爸妈妈，更值得高兴的是还有两位女性捐献者，生下龙凤胎

宝宝。事实证明捐献造血干细胞对志愿者的身体及对未婚育志愿者的生育没有影响，造血干

细胞捐献无损健康。

▲捐献者厉莉和她的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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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捐献获选2013新人新事“双十佳”
郝如一

近日，经广大市民投票评选的2013年度苏州市道德模范・精神文明建设“双十佳”闪亮揭

晓。推迟婚期捐髓救人的红十字志愿者蔡先生当选十佳新人，在苏州举办的“大爱髓缘——中外骨

髓捐受者相见欢”活动当选十佳新事。

蔡先生在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时候，获悉自己和一位中年白血病患者初配相合。他把这视为双

喜临门的一件好事，毫不犹豫地在《高分辨检测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他还以情喻理地做思想工

作，打消了未婚妻和双方家人的顾虑。2013年4月初，蔡先生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他虽然推迟

了婚期蜜月旅行，却为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赢得了拯救生命的宝贵时间。他的事迹先后为中

央电视台及省市多家媒体宣传报道，被苏州市民誉为“最美新郎”。

由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骨髓库等主办、苏州市红十字会等承办的“大爱髓缘——中外骨髓捐受

者相见欢”活动，于2013年9月下旬在苏州举行。11对骨髓捐受者上演了这场跨地域、跨种族、跨

国界的“重生之约”。2个小时的活动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充分展现了拯救生命的人间大爱。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浪网和海外华文媒体等纷纷聚焦，大幅报道。央视不仅播出了现

场新闻，还在中文国际频道、社会与法频道的黄金时段分别播出90分钟“大爱髓缘”特别节目。媒

体的广泛传播使“大爱髓缘”活动一时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华人关注的焦点。本次活动影响空前，不

仅推进骨髓捐赠公益事业发展，还形象地展示了骨髓捐献对苏州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促进作用。

苏州是汇聚“髓缘”的福地。2007年“生命的回程——大陆首次跨海峡捐髓行动全直播”、

2010年“生命相髓——首次两岸三地骨髓捐受者相见欢活动”，以及2013年的“大爱髓缘——中

外骨髓捐受者相见欢”，这6年间在苏州上演的“生命三部曲”，在全球华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同时，也使得苏州这座25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心天堂”。目前苏州已有1.8万

人加入中华骨髓库，82人成功捐髓，捐献成功数占全省捐髓总数的四分之一，不仅在全国地级市遥

遥领先，而且超过全国一半省区的全省捐髓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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仨小时86人志愿献“髓”
河南分库·文梅英 李振波

2014年1月13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红十字会联合举办了“生命接力•大爱相‘髓’”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旨在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救人一命、无损健康”的科学知识，动员更多社

会爱心人士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行列。

在举行了简短仪式后，河南省副省长王艳玲宣布活动开始。河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赵国新在仪式上说：“河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始于2003年，目前全省有9.3万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成功捐献400例，捐献数量居全国首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功不可没。”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朱夏炎指出：“这是一个很有

意义、很神圣的活动，因为人类的最高境界是大爱无疆。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激励人们向善，传

播正能量。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捐献血样采集活动，就是这种激励和传播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数九寒天，热流涌动。活动现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员工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填起了

志愿表，献血车内挤满了志愿者，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河南日报报业集团80后“熊猫血”员工杨牧野

刚从献血车上下来就被大家围住，他不仅采集了检测血样，还进行了无偿献血。他说：“我是Rh阴性

血型，以前就有过无偿献血，今天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这个活动，正好有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机会，

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活动当天，包括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员工在内的86人采集血样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69

人参加无偿献血，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示范带动作用。

2014年1月，在刚刚结束的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评选活动中，捐髓救人的湖北省孝感晚报记者祝先生当选为2013年12月份中国好人。

祝先生自2005年进入孝感晚报工作，先后6次参与报道了孝感志愿者捐髓救人的事迹。2008年7

月1日，祝先生自愿申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2013年6月21日，祝先生与一名温州白血病小伙初次配型相合。经过层层准备，于10月16日、

17日两次采集饱含“生命种子”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挽救温州小伙子的生命，成为湖北省首例

媒体记者、湖北省第159例捐髓者。祝先生的助人义举，得到了全社会的掌声和赞誉。

据了解，祝先生曾荣获湖北新闻一等奖。不仅业务能力突出，还热衷公益活动。2001年开始无偿

献血，12年间累计献血15次共4800毫升，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他还是孝感义工联、孝感

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成员，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参加公益活动。

湖北首例捐髓的媒体记者当选“中国好人”

湖北分库·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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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5日下午，三门峡义煤集

团职工王先生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捐献造血

干细胞，成为河南分库第402位捐献者。

王先生捐献期间，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何传军专程到医院看望慰问，并颁发荣誉

证书，对他的爱心善举表示高度赞扬和感

谢。

王先生现为义煤集团千秋煤矿供应科

工会主席。2009年6月，在当地组织造血干

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动时，义煤集团千

秋煤矿100名热血青年积极报名加入中华骨

髓库，成为光荣的志愿捐献者，王先生是

其中的积极倡议者。2011年8月，同在一个

办公室、同时入库的同事捐献时,王先生主

动向公司申请，要求全程陪同，努力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并见证和了解捐献过程。随着同事的成功捐献，王先生暗暗怀揣着捐髓救人的

梦想，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实现由捐献陪同者成为真正的捐献者。2013年12月，他终于迎来

了这一天，当得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时，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捐献，并耐心与已有六个月身

孕的妻子沟通，争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为确保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生命种子”，他

开始每天有规律地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戒烟戒酒按时作息；更让大家感动和敬佩的是，在捐

献前王先生肾结石突发疼痛后，医生告诉他需要服药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用药会

不会影响捐献，尽管医院专家答复用药不会影响捐献，他还是不放心，在疼痛稍有控制就停止

了用药。

2014年1月11日，王先生离开家乡赴郑州进行捐前准备，连续4天注射动员剂，由于对动员

剂比较敏感，他身体反应较大，夜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默默忍受着不适和酸痛，全力配合

医院完成捐献准备。1月15日下午，在工作人员、单位同事和身怀六甲的妻子的陪同下，经过

4个多小时，王先生采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198毫升，成为义煤集团第4位捐献者。王先生说，

“很荣幸能够成为千秋矿捐献造血干细胞爱心接力棒的第4人，希望通过捐献，能够挽救白血

病患者的生命，这是我作为千秋一名矿工感恩矿山、回报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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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红十字会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座谈会

福建分库·蔡秀珠

2014年1月20日下午，福建省莆田市红十字会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座谈会。郑莉莉等4位捐献

者应邀欣然出席。莆田市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张丽冰，市医院血液内科主任林武强，市红十字会

全体干部职工及媒体记者20多人参加，常务副会长张朱英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4名捐献者分享了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难忘经历和深刻体会，莆田市第一医院血液

内科主任林武强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张丽冰会长详细了解了四位捐献者身体恢复状况及工作近

况，充分肯定了4位成功捐献者救人于危难、不图名利、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她希望，通过媒体宣

传，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中。

2014年1月27日下午，在春节来临之际，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召开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座谈会。市人

大副主任、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王宝成，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范悦，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陶格涛和来自全市7

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媒体记者以及市区两级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座谈会上，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范悦通报了全市近十年来造血干细胞工作的开展情况，全市共采集造

血干细胞血样5575人份，占自治区分库的 20.6%，有13名志愿者成功捐献，占自治区捐献人数的 40.6%，

均居全区之首。捐献志愿者用自己的爱心奉献，不仅延续了他人的生命，更体现了草原人民的无私大爱，为

整个社会传递了巨大的正能量。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人道工作领域的得力助手，要充分提高责任意识，切

实增强工作使命感，不断壮大全市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

市人大王宝成副主任代表四大班子领导对13名成功捐献者的爱心奉献表示了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对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取得的工作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希望各级红十字会在今后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中，

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宣传方式，大力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不断提高这项工作的广泛认知度，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7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代表也分别发表感言，并对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和建议。座谈会气氛热烈，充满温馨和欢乐。

座谈会结束后，与会领导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颁发了“爱心生命使者”奖牌及慰

问箱。

呼市红十字会慰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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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5日下午3点,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某大型购物中心，

一场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为主题的公益快闪演出呈现在市民眼

前，短短15分钟，大提琴独奏、小提琴齐奏以及歌曲联唱等形式

新颖，格调高雅的节目让人耳目为之一新。据了解，本次演出是

该市“跳动的音符”学生乐团近30位成员共同演绎，中华骨髓库

马鞍山工作站对市民团体能自发组织这样的公益活动表示充分的

赞许。

                                                     马鞍山市红十字会 徐曲明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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