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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在“5·8”期间举办
主流媒体接待日活动

为庆祝“5·8”世界红十字日的到来，营造良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舆论氛

围，5月9日上午，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在北京举办媒体接待日，20家主流媒体

应邀参加。活动中就捐献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对媒体进行了科普教育，就媒体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管理中心高东英副主任就这项人道事业的传播意义进行了

阐述，已经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媒体人杨曦、唐子文、陈俊现场发言，表明捐献

无损健康，捐献拯救生命。

▲“5·8”媒体接待日活动现场

组织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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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World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Day），是和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 ional  Federat 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 iet ies）、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Internat iona l  Commit tee of  the Red Cross )以及

188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共同的纪念日。1948年，经国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同意，红十

字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5月8日被定为红十字日。在这一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

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都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一日子，以表示红

十字运动的国际性以及红十字人道工作不分种族、宗教及政治见解的特性。

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

世界红十字日

媒 体 人 还 兴 致 勃 勃 地 参 观 了 已 容 纳 1 8 0 万 志 愿 捐 献 者 血 样 的 位 于 中 关 村 生 命 科 技 园 的

“中华骨髓库样品库”。通过活动，媒体人对中华骨髓库及造血干细胞捐献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并达成“共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向每一位捐献者致敬”的共识。

截止目前中华骨髓库入库志愿捐献者183万人份，已经累计捐献造血干细胞4100余例，

其中向国（境）内外提供140余例，成为世界最大华人骨髓库，日益为全球患者服务。

未来十年是社会组织

蓬勃发展的十年，新鲜案

例、人和事会很多，媒体

人应主动参与其中。我因

为一次亲身捐献开启了我

的不同人生。

                  ——杨曦

因为了解才能理

解。通过捐献特别是

亲身讲授理解了善行

善举的关键是我们要

行动起来。

        ——唐子文

我 从 加 入 中 华 骨 髓

库到捐献等了6年，是媒

体影响了我。第一次捐献

后1年，我又捐献了第二

次，即70ml淋巴细胞，现

在我是健康的，快乐的。

                  ——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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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相髓  生命同歌
——山西省红十字会举行纪念“5·8”世界红十字日

暨捐献造血干细胞100例活动

山西分库·左彤

2014年5月8日，山西省红十字会在太原举办主题为“与爱相髓 生命同歌”的纪念

“5·8”世界红十字日暨捐献造血干细胞100例活动。省政府张建欣副省长出席活动并讲话，

原省人大副主任、省红十字会会长王昕代表省红十字会授予山西省第1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姜维“山西省红十字会荣誉会员”称号，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静湖向姜维颁发荣誉证

书，团省委副书记任忠代表团省委授予姜维“2014年山西省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省卫计

委副主任李书凯出席会议并讲话。山西省部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及来自省城部分团体会员单

位、高校红十字志愿者、红十字工作者、多家新闻媒体等150余人参加了活动。

张建欣副省长指出，山西省捐献造血干细胞达到100例，是各级红十字会精心组织、社会

各界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广大志愿者踊跃响应和无私奉献的共同结果，希望更多富

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志愿者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以实际行动支持这项崇高的人

道救助事业；希望广大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造血干细胞配型、移植等科学知识，使更多的人了解

和关心这项工作，树立奉献爱心、捐献救人的新观念。

冯晋生副会长回顾了山西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九年百例历程，指出山西省开展造血干细

胞捐献工作的九年，是传播人间大爱、真情奉献社会的九年，希望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更好地宣

传志愿捐献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并且期望有更多的适龄健康公民参加到

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

活动中，还播放了《与爱相髓  生命同歌》宣传片，第1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姜维及第

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邓燕分别发表了

捐献感言，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红十字

志愿者宣读了倡议书。

▲中 华 骨 髓 库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 刘 静 湖 （ 左 ） 给 山 西
第100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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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省直单位153名公务员加入中华骨髓库

河南分库·文梅英

为迎接第67个世界红十字日，5月7日上午，河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河南省红十字会联合开

展省直机关公务员无偿献血及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共有80多家单位的2100余名公务员报名

参加。

活动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门前广场和河南省政府办公楼前同时展开。来自河南省委宣传部、河

南省广电局、河南省农业厅等80多家省直单位的1000多名公务员到场献血和填写志愿捐献造血干

细胞同意书。

活动现场，4辆献血车前排起了长龙，爱心浓郁，秩序井然。为确保此次活动有序开展并取得

实效，河南省红十字会事前联合河南省委省直工委在各省直机关发起倡议，号召省直机关党员、

团员和干部职工自愿加入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行列。郑州轻工业学院的带队老师

介绍，学院4月25日接到活动通知后，短短几天就收到97名当天无课师生的报名。

来自省气象局的申战营当天感到非常遗憾，他本想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但因为

自己48岁，超过了45岁的年龄上限未能如愿，当天他献了200毫升血。

“十几年前，我一个表妹不幸得了血液疾病，不到一年时间就不在人世了，我也知道了造血

干细胞的特殊意义。”来自省人口计生干部学院

的青年教师肖茹说，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能够给别人一次重生的机会，对自己也没

有任何损失，何乐而不为?

活动当天,共有933人捐献血液318700毫升，

153人抽取血样,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刚采集完血样的志愿捐献者很自豪

新疆分库在疏勒县举办血样采集活动
新疆分库

2014年4月23日，新疆分库在疏勒县举办采集造血干细胞业务培训暨血样采集活动。自治区

红十字会新疆分库的工作人员向各县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疏勒县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详细讲解

了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以及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流程等工作，并发放了宣传画册，共100余名干部

和志愿者参加了培训，近50余名志愿者报名登记捐献造血干细胞。通过集中培训，丰富了基层红

十字会干部和志愿者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基本知识，打消了志愿者的顾虑，扩大了对造血干细胞捐献

知识的宣传面，使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队伍中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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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缘父女”见证红十字精神

江苏分库

2014年5月5日，纪念江苏红十字运动暨南京市红十字会建会110周年座谈会在宁召开。这次

活动还邀请了一对特殊的客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秦和受捐者霏霏。

小秦是一位民警，2008年报名加入志愿捐献者的行列。三年前他与一位9岁小患者配型相

合，在获知此消息后他欣然同意捐献造血干细胞，他的决定得到了同是志愿者的妻子的大力支

持。巧的是三年前的5月5日正是他开始入院捐献的日子。

霏霏是个漂亮的小学生，2010年的夏天，她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先后两次被通知病

危。爸妈带着小霏霏辗转苏州、天津、北京等地求医，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移植造血干

细胞才可能摆脱病魇。幸运的是，他们在中华骨髓库找到了配型，并在2011年5月成功完成移植

手术。如今3年过去了，霏霏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跳舞、朗诵、绘画样样都是高手，还担任着班

长、中队委等职务。

两人在会场首次相见。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恩人，霏霏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说出了憋在心

里很久的话：“谢谢叔叔，我希望叔叔健康。我也会更加努力，像叔叔一样，做个热心善良、对

社会有用的人。”见到霏霏，小秦也很激动。“我现在好象多了一个女儿，她的血型和我完全一

样,因为这个缘分将两个家庭紧紧联系到了一起。”这场纪念活动见证了这对“髓缘父女”阔别三

年的重逢，而红十字精神还将继续感召着千千万万对的“髓缘亲人”传递生命，共续亲情。

让造血干细胞捐献在高中生根发芽
广东分库·曾

近日，广东省始兴县风度中学工会和团委召开了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宣传动员会，高二和

高三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和班长参加了动员会。

会上，工会主席赖副校长介绍了什么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干细胞的意义及注意事项，发放了

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小册子200份，组织参会人员观看了“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宣传片。要

求各班要紧紧围绕工作大局，切实做到认识、宣传动员、工作三到位，广泛动员各支部满18周岁

的团员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中来，以挽救更多急需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白血病患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献爱心、讲奉献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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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67个世界红十字日来临之际，贵州分库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华建敏会长“两论一动”的指

示要求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提出：“我与红十字会的故事”这一主题，开展了系列宣

传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5月7日，贵州分库会同惠水县红十字会在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造血干细胞知识讲

座。办公室主任刘华华以一位捐献者的角度，通过介绍自己的捐献经历和感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普知识，现场400余位师生聆听了讲座。大家纷纷表示，这次讲座让自己受益

匪浅，消除了一直以来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错误认识。

5月8日，贵州省红十字会和贵阳市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世界红十字日纪念活动在贵阳市筑城

广场正式拉开帷幕。贵州分库现场采取摆摊设点、发放资料、悬挂条幅、展出展板等形式，开展捐

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器官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贵州分库第83例捐献者王先生，器官捐献志愿者

程老伯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红十字会的故事。

5月11日，贵州分库在贵州大学设计制作的公益宣传栏安装完毕，正式投入使用。这是贵州分

库在贵州大学开辟的一块宣传阵地，对今后深入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器官等相关知识将发挥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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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分库“5·8”博爱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贵州分库

湖北分库召开2014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议

湖北分库·胡林

2014年4月24日，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在武汉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会议。省红十字会领

导，各市州、直管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负责人，各市州血液中心负责采集工作人员及各造血干细胞捐

献服务队代表70余人参加会议。

湖北分库主任刘锐对2013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2014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会议

对2013年度工作突出的11个单位进行了表彰。省红十字会领导邓红出席会议并讲话，她从充分认

识新形势下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组织在造血干胞捐献工作中

的作用、充分激发工作人员队伍开拓创新的潜力，以及努力提高库容质量等方面，就如何做好今后

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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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宁夏红十字会两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佟欢、马国庆从全区48万志

愿者队伍中脱颖而出，被自治区团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志愿者协会

联合授予第三届“自治区优秀志愿者”称号，在宁夏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这两名受表彰的志愿者是全区1.4万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优秀代表。第9例捐献者马国庆是一

名回族群众，得知自己配型成功后，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用宝贵的血液挽救了一名患者的生命，

成为全区第一例少数民族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在穆斯林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众多群众纷纷

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谱写了一曲回汉互助、民族交融的感人乐章。第10例捐献者佟欢在上

学时期就加入了造血干细胞队伍，时刻准备着奉献爱心，传播大爱。在高分辨配型成功后，面对由

于患者身体原因捐献日期一再推迟，佟欢也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履行承诺，当捐献时间又与结婚日

期相冲突时，她的决心依然坚定，并反复做通了男朋友及家人的思想工作，毅然推迟了婚期，用自

己的爱心将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两名志愿者受到表彰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捐献热情，纷纷表示要向两位优

秀志愿者学习，时刻准备着奉献爱心，传递真情。宁夏红十字会紧紧抓住有利契机，专门召开新闻

推介会，通过报纸、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两名志愿者的优秀事迹，推广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目前已取得了积极成效，每天电话咨询、现场报名的群众络绎不绝，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取

得新突破。

07

宁夏两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被评为第三届“自治区优秀志愿者”

宁夏分库

会上，分库工作人员就“如何进行血样采集、保存、包装和寄送”及“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

围及采集血样样本的交接”对参会人员进行了培训。会议还邀请了同济医院血液科黄伟教授和武

汉血液中心实验室主任沈刚分别为大家介绍造血干细胞移植非血缘关系健康供体管理、国际骨髓

库现状与志愿捐献者保留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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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的捐髓愿望终于实现
山东分库·卢朝霞

“五·四”青年节当天，盖先生在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山东分库第323例

捐献者。山东省红十字会副巡视员玄兴华、青岛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丁钢到医院慰问，并向

盖先生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奖章。

早在1999年，盖先生在一次无偿献血时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13年7

月底，在工地打工的他接到了分库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个白血病患者配型成

功。当今年3月份移植计划出来后，工作人员给盖先生打电话却失去了联系。工作人员在

网上几经搜索，利用所有有用的线索，终于找到了当时正在泰安工地忙碌的盖先生，见了

面才知道他的手机丢了。盖先生了解到患者的病情，立刻答应捐献。“家人几乎都强烈反

对我捐献，他们怕有危险。”盖先生说，但想到自己如果不捐献，病人的生命就可能随时

终止，他心里就过意不去。

2014年4月29日一早，盖先生赶赴济南，做好了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延续生命

的一切准备，并于青年节当天顺利完成捐献。

2014年5月13日，湖北女大学生小瑞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由于此次患者是

外籍，根据相关规定，采集过程须在北京完成。“打第一针动员剂时，感觉还好，就跟

平时打疫苗一样。”在医院的采集室参观，小瑞正好看到一位父亲在给孩子捐髓。“看

见那位爸爸的血在分离机里过的时候，那一刹那，我突然非常想家，想爸爸妈妈。”

22岁的小瑞来自新疆伊犁，是华中师范大学学生。在2012年，她加入中华骨髓库湖

北分库，去年12月，她与一名意大利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在查阅了资料后，她决定捐髓

救人。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小瑞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完成捐献，学校的老师、同学们纷纷

给她打来电话、发短信，鼓励她坚强点，这让她“感觉温暖多了”。采集一直持续到下

午5时。看着自己捐出的185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小瑞流下了眼泪，她说：“我天生胆

子小，捐献的时候有点儿害怕，但想到那个患病的小男孩正在等着我捐髓救命，我就告

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

小瑞捐献出的“生命种子”将飞赴意大利，救治当地一名身患白血病的13岁意籍男

孩。由此，小瑞也成为湖北省首位涉外捐髓的大学生。

华中师大女生向意籍男孩捐髓
湖北分库·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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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日戍边卫国  今日“捐髓”救人

徐州市红十字会·张君贤

2014年4月29日，徐州市丰县乡村医生王先生在爱人的陪伴下捐献造血干细胞，为素

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续写了重生的希望。

今年29岁的王医生，曾在驻西藏边防某部服役2年间，严格要求，忠于职守，是一名

合格的军人。在病房内，王医生叠放的被子仍就是“豆腐块”。复员后，从事卫生防疫工

作，深深知道农民的艰辛。在一次义务献血时，他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一个人的

生命，当即表示，要做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得知咱们

县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并不多，我要带这个头。” “我是2011年11月留的血样，加

入中华骨髓库的”，他清楚地记得。

采集过程中，问他有何感觉，他说：“就是觉得口有点干，嘴角、手有点发麻，其他

没有什么感觉。” 陪伴在一旁的妻子不时起身为丈夫掖掖被子，表情总是一脸的甜蜜、

幸福和自豪。小两口本打算去年秋天要宝宝，可就在那时，王医生接到了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打来的电话告知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询问是否同意捐献。妻子得知后有些顾

虑，但一想到救人生命，很快便打消了顾虑。“我们还年轻，救人命要紧，等捐了再要孩

子也不迟”。

由于患者身体原因，捐献工作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 王医生对“捐髓”救人，表现得

十分从容。“这没啥，能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觉得很荣幸，希望患

者早日康复！”

徐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尹宝梅看望慰问王医生时说：“非常感谢你的善举，作为医务

工作者，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去挽救一名白血病人的生命，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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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最美捐献者 芬芳津门四月天
天津分库

最美人间四月天。2014年4月中旬开始，津城先后产生4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其中，

两人80后，两人90后，三人拥有医学教育背景。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职业和经历，

却志同道合，与造血干细胞捐献早早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均是在校期间报名加入造血干细胞资料

库。配型成功后，救人意愿从未动摇。最终，克服了来自各方的种种困难，成功实现了造血干细

胞捐献。

在捐献过程中，每位捐献者都有自己的小故事，平凡又令人感动。乐观、开朗的王先生是

位准爸爸，为了让怀孕3个月的妻子安心，他为妻子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整个捐献过程温馨而

甜蜜。江西私企兰老板心思细腻、有担当，为了捐献，放下手中生意，携妻子来津顺利实现捐

献。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小牛，在接到捐献通知时，正面临考试，面对捐献与考试的冲突，她决定

暂缓学业先救人，她的决定感动了身边的众多小伙伴。阳光大男孩阿彬从小生长在欢乐和谐大家

庭中，受父母的熏陶与良好教育，善良勇敢，充满爱心。他在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的支持与祝福

下，顺利完成了采集。

2014年4月21日，贵州学生小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光荣成为贵州大学第32位捐献者。

90后的小鲍，朴实而腼腆,说起捐献造血干细胞,他没有过多的豪言壮语,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去

做的事情。“我是读大一时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没想到这么快就配型成功了，看来幸运之神还是

比较眷顾我”，小鲍笑着说。小鲍和校友都是同时报名的，他们得知小鲍配型成功，要捐献了，特地

赶来给他加油打气！ 

一位患者父亲给小鲍竖起了大拇指。打听后才知道，他的儿子也患了血液病，由于病情紧急，医

院建议做亲缘移植，他和他的侄子都属配型相合，考虑到移植的成功率，医院建议选择年轻的一方。

但是侄子却索要几十万好处费，让一家人寒了心，无奈之下，父亲只能自己捐献。“面对一个陌生

人，你能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真是太伟大了，小伙子好样的”。这位父亲对小鲍这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由衷的感叹。

贵州大学捐献达到32例

贵州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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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一条生命，对每一位捐献者来说，都是一件极其神圣的

事。对温州龙湾小伙子小吴来说，这次捐献之旅不仅是一场生命的接力，也是一场跨越

国界的爱心传递。

今年32岁的小吴，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谈到加入中华骨髓库，他坦言，

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职业有关。作为一名放射科的医生，虽然每天面对的不是争分夺秒

的手术场面，但医者仁心，从2008年起他开始无偿献血，2011年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 “真的很意外。”小吴说，去年底，他接到温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

他与一名韩国患者配型成功，询问他是否愿意捐献。

父母得知儿子要去捐献造血干细胞时，起初有点担心，当小吴向他们详细解释了捐

献细节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也获得了支持。“爸妈说，救人做好事，你放心去做。”

“他的事情见报后，有很多媒体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觉得有些不适应，我们不想

成为焦点，做这个事情只是想救人一命。”小吴的妻子说。

2014年4月21、22两天，小吴在北京顺利完成捐献，成为温州市首位涉外造血干细

胞捐赠者。

“我们不想成焦点  只想能救人一命”

江苏分库

半月时间四位捐献者成功捐献，他们的爱心故事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都市报道

60分、新华社、城市快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先后进行了跟踪报道。津门掀起了新一轮造

血干细胞报名登记热潮。部分高校和企业主动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队伍中，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招募活动，为搭建供患生命桥梁、促进天津社会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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