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
NEWSLETTER

中国红十字会
中华骨髓库
CHINA MARROW DONOR PROGRAM
主办单位: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 010-65255378
传    真: 010-65255378
投稿信箱: tx110@126.com

第七期 总第115期
2014年7月25日

习主席出访韩国
点赞中华骨髓库捐献者张宝

2014年7月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首尔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两国的人文交流时，讲了两

个感人的小故事，一是汶川地震期间韩国一所高中捐款给汶川高中；另一个是中国的骨髓捐

献者矢志不渝，坚持把自己的骨髓捐献给一位韩国的患者，感动了全场。

中韩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

感，千百年来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深

厚友谊。我这里给大家讲两个感人

的故事。2008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韩国各界人士慷慨解囊、

伸出援手。韩国全南第一高中的师

生们向中国北川中学募集捐助善

款，该校校长在给北川中学校长的

信中写道：“喜悦分给两个人会变

成两倍的喜悦，痛苦分给两个人就

各剩下一半的痛苦。”

同样是2008年，中国骨髓捐献志愿者张宝与韩国患者配型成功后遭遇了车祸，但他

住院治疗康复后，继续为这位韩国患者捐献了骨髓。这位中国志愿者说：“人生祸福难

料，人家现在大难临头了，帮点忙真不算什么。”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志愿者共进行

跨国（境）捐献骨髓156例，其中为韩国患者捐献骨髓45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样

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都是中韩两国人民友谊的真实写照。我们两国人民要共同努力，

更多分享喜悦，更多分担困难，更好书写友谊地久天长的新诗篇。

                                                                ——习主席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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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面对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安徽淮南33岁的大小伙张宝还是像个羞涩的少年即

激动又腼腆：“我是个小人物，只做了点小事情，

没想到习主席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下提到我，我很

高兴、很荣幸。我真的没做什么特别的，那是我应

该做的，我们哪个中国人都会做的.......”

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在首尔

大学演讲，在讲到两国人民深厚友谊时，特别夸赞

安徽淮南小伙张宝，不顾自己车祸后身体刚刚恢复

依然捐献骨髓挽救韩国患者生命的义举。立即在国

内、在张宝的家乡安徽淮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

多人不知道这个伟大的捐献者张宝就是一个普普通

通、清秀文静的淮南青年。 

                                                 - 安徽分库报道

2005年，在武汉工作的张宝在街头一次献血时加入加入中华骨髓库。

2008年5月的一天，已经回到淮南工作的他突然接到了中华骨髓库的电话，被告知他与

一名韩国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机率这么小，又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能够配型成功，是很奇妙的感觉。”张宝笑着

说，听到这一消息时，感觉像中了彩票。骨髓库的工作人员问他是否愿意捐献，他想都没想就

答应了下来。

而在等待捐献期间，张宝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造成颅内、胸腔积水，手骨、胸骨及肋

骨骨裂，在医院治疗了１个多月。

2009年11月，刚刚经过半年多恢复性治疗的张宝再次得到通知：他和这名患者高分辨检

测相合，可以进行捐献。而此时患者病情已经危重。张宝决定立即为其捐献。

2010年1月14日，张宝在北京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人一辈子，总得为社会

做点有意义的事”他说，“正是因为那场车祸，更加坚定了我捐髓救人的信念。人生祸福难

料，人家现在大难临头了，帮点忙真不算什么。”张宝坦言，死里逃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为深

刻的认识。

张宝捐髓事迹获湖北省委书记批示： 

2014年7月12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省委书记李鸿忠在省红十字会上报的《关

于我省捐髓志愿者张宝捐髓救助韩国患者有关情况的专报》上批示：同意省红十字会的宣传弘

扬张宝同志事迹的安排。其中要加大学校老师对张宝同志的教育之功宣传的力度。“子之能，

义之功”。

                                                                                             -  湖北分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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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业务培训班在绍兴举行
2014年5月29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和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联合主办的新闻传播业务培训班在浙江省绍兴市开班。

此次培训包括三方面内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传播官员马文德重点分享了利用

新媒体和社交网络进行人道法传播的方法和经验；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

东英做了题为“重宣传 强品牌 推进骨髓库工作可持续发展”的讲座，提出了干细胞宣传工作新思

路；总会报刊社副总编辑吕进福结合红十字宣传工作实际、《中国红十字报》编辑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等，以《新闻的发现与表现》为题，做了新闻写作基本原理与方法的辅导。来自全国25个省市区

的25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总会报刊社社长兼总编吴苾雯主持开班仪式。绍兴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永鑫到会致辞。总会

报刊社副社长金宝杰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更好地落实华建敏会长“两论一动”重要指示，进一

步提高报刊质量，既需要一支业务素质高的编辑记者队伍，更要有一支优秀的通讯员队伍。总会报

刊社自2005年起，先后举办了10期新闻传播业务培训班，参训人员累计1000余人次，有效提高了

通讯员来稿质量。

◆2014年7月16日，中华骨髓库

专家委员会委员胡蜀山来访并介绍造

血干细胞移植及HLA分型进展，并就

配型移植等相关问题与骨髓库领导展

开讨论。

◆2014年7月18

日，中华骨髓库举办关

于风险防控及法律责任

研讨会，中国红十字会

副会长郝林娜出席会议

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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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参加第十届国际骨髓库大会并
访问西班牙骨髓库

医疗服务部·张雷

2014年5月13日至20日，由总库管理中心刘静湖副主任为团长、中华骨髓库质量控制实验室主

任蔡剑平、总库管理中心医疗服务部副部长张雷、办公室王如新以及山西分库主任左彤、贵州分库

主任黄凤云组成的6人代表团，参加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十届国际骨髓库大会。来自中国、美国、

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台湾、韩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骨髓库、移植

医院、相关研究机构的300多位代表参加大会。

世界骨髓库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非常重视，邀请刘静湖副主任在亚太骨髓库工作组会议上发

言。参会期间，刘静湖代表中华骨髓库向英国诺伦骨髓库成立40周年表示祝贺并赠送了纪念品。通

过本次会议，参会各国对中华骨髓库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与各骨髓库建立起了更加密

切的合作关系。这次参会使世界更加

了解了中华骨髓库，也为中华骨髓库

在世界骨髓库中赢得了重要的位置。

代表团成员一行还访问了西班牙骨髓

库，巴塞罗那血液和组织器官中心、

HLA实验室、脐血库等。

湖南80后小伙捐造血干细胞
湖南分库

7月10日上午，20多岁的小肖躺在病房内，很高兴又有点内疚。高兴的是，自己捐献的300毫升造

血干细胞，能挽救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生命；内疚的是，捐献干细胞的事情，因担心母亲不同意，还

瞒着母亲。“无论怎样，我还是很高兴。自己能挽救一条生命，感觉还是很好的事情。”小肖说。

小肖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学医的，毕业后就回到了老家工作。在一次无偿献血过程中，小肖成为了一

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我都没想到，自己这么幸运能被选中。接到湖南分库的电话后，我立即就

答应了。但母亲有点不同意。”小肖说，父亲和弟弟很支持他的选择。毕竟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健康

没有影响。”

捐献当天，在某医院工作的姑姑赶过来看望小肖。她说：“我很支持侄儿的做法。救人一命，无疑

是行善之举。”

▲中华骨髓库访问团与西班牙骨髓库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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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3日，来自太原的于先生在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山西省银行系统首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当天上午，山西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白冰授予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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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能和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非常难得，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生命的逝去。”

于先生在上大学时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4月，他得知自己与患者配型成功，

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采集完成后于先生说：“能与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真是十分难得，我会尽

我的能力帮助她，希望她早日康复。”

2014年7月9日，安徽省暨南京军区首例国防生造血干细胞捐献仪式在安徽省立医院隆重举行。

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孙进少将、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高开华、安徽理工大学副校长叶醒

狮、安徽省红十字会秘书长孙齐云等出席捐献仪式。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安徽日报等省市十余

家媒体对捐献活动进行了报道。

捐献仪式上，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孙进少将向黄海松同学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对他的无私捐献行为

给予充分赞扬和肯定，称赞他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具有大爱精

神的人。孙进少将说：“你能够有这个善举义举，是我们当代国防生学习的榜样和楷模。”黄海松当

即表示：“骨髓配型成功的概率非常低，能救人是我的幸运，准军人理应做得更多。”

孙进少将向黄海松颁发了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高开华书记向黄海松颁发了由安徽省红十字

会定制的“博爱诚信”金鼎，孙齐云秘书长对黄海松这一义举送上了慰问金。黄海松当即决定把全部

慰问金捐献给那位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不知名患者。

1990年5月出生的黄海松现就读于安徽理工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福建漳州人。2012年11月，黄

海松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并成为中华骨髓库志愿者。同年，他通过校内国防生选拔正式成为一名国

防生。2014年1月，他接到安徽省红十字会配型成功的电话，他说，那一刻的心情很激动，“感觉就

像中彩票一样”。然后，黄海松打电话与家人商议，父母担心捐献对身体不好，反对捐献，他告诉父

母：“如果我们学医的人都不去救人，那别的人更不会救人了。”在黄海松的耐心解释和劝说下，淳

朴善良的父母最终同意了捐献。黄海松也就成为了安徽省第6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我省暨

南京军区首例国防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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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首例国防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山西分库首例银行系统职工捐献造血干细胞

安徽分库·汪桂芳

山西分库·左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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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接力，真情相髓”，近日，三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捐献者，因爱心而相聚，分别为三

名白血病患者生命而共同努力，一场三城共献爱心的生命接力由此展开。

来自厦门市的25岁小伙子阿杰，毅然辞掉新找的工作，在父亲的陪同下赶赴福州完成捐献，实地

看到捐献流程和环境，阿杰爸爸放心的说：“我其实还是很担心儿子，但想到他人需要我儿子帮助，

我还是会支持他，儿子很棒！”

毕业于福建某医科大学的80后青年小黄，在校期间加入中华骨髓库，如今身为医务工作者的他在

父母的陪同下信心满满，于6月30日上午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福建省漳州市首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93周岁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来自福建省福州市的王老师，信守承

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心向党献上一份特殊的贺礼。

王老师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党员，同时也是全市教育系统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第一人。十多年

来，累计无偿献血7880ml。捐献当天，他的妻子和12岁的儿子一直陪伴左右。王老师笑着说：“能在

7月1日捐献，对一名党员来说意义非凡，更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坚定了我捐髓救人的决心。”王老

师的儿子说，他为伟大的爸爸自豪！长大了也要和爸爸一样做一名志愿者，为帮助他人贡献自己一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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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接力，真情相“髓”
   ——福建三城共献造血干细胞

福建分库·刘雅萍

2014年6月19日上午，贵州省人民医院一场生命接力正在进行。捐献者徐先生在妻子、同事的陪同

下，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徐先生，37岁，省疾控中心职工，平时热心公益事业。从2002年起，每年坚持参加无偿献血，至

今已近12个年头了，累计献血量达到了3000余毫升。人送外号“献血达人”。

说起当时报名，徐先生忍不住笑道:“是一顿早餐做出的决定”。2011年1月31 日，他和战友一起

吃早餐，两个人聊着聊着，话题就扯到了捐献造血干细胞上面。“当时我俩都觉得这是件救人的好事，

应该干。”于是吃完后两人嘴一抹，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华骨髓库贵州分库，成为了志愿捐献者。

妻子李女士对丈夫捐献造血干细胞十分支持，她说：“我们家以前也有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

者，曾经有人帮助了我们，这份情义我们全家人铭记在心。这是爱心在良性循环。”

下午1时， “爱心种子”顺利采集完毕，她将承载了徐先生一家人的美好祝愿由志愿者运往上海。

“献血达人”徐先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贵州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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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0日晚，近一年来江苏分库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60多位志愿者齐聚1865创意园凡德

艺术街区参加2014年度的捐献者联谊活动。他们来自全省各地、各行各业，最小的仅20岁，最大的47

岁，他们用爱心和勇气为一个个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重生的希望。活动现场主持人简要介绍了活动内

容，访谈了捐献者海燕。海燕是位私企老板，在她的带动下，22岁的儿子也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她

把捐献看作是举手之劳，捐献后她还象以前一样武术、曲艺、生意都不误，快乐地生活着。江苏省红十

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徐国林致辞感谢志愿者们的支持，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捐髓无损健康救人生命的重

要意义，希望通过现场活动和媒体传播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爱心事业中来。

活动中，志愿者们很快熟悉起来，他们相互交流捐献心得，共同为扩大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出谋划

策。他们的爱心使世界上一群身受病痛之苦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使他们在这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位血脉相

连的人。

爱心连起你我他
——江苏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联谊活动在宁举行

江苏分库

平凡人的公益力量
北京分库·王家莹

“我虽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平凡人，但我愿意通过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些途径来做公益事业。

我很自豪，我用自己所能为社会奉献出一点光和热。” 

32岁的郭师傅，是一位装修工人，他的工作就是在装修工地涂刷油漆。他没有固定的收入，干一天活才

能得到一天的生活费，还需要把攒下的钱寄回老家，养活在农村的家人。尽管如此，在得知患者与自己配型

成功的消息，郭师傅还是选择救人为先，他说：“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大不了这个月不给家里寄钱了”。

来自河南商丘的郭师傅，谈起自己的故乡，非常的自豪，他说自己的家乡是六朝古都，出了很多的圣

人。“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也没什么钱，但是我一直有着为社会做贡献的心愿。”五年前，郭师傅每年都

会参加无偿献血，累计捐献全血2000毫升。

郭师傅说，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自己的心愿，自从得知有患者与自己初配型成功，他就一直非常高兴，

他坚信自己的心愿即将得到实现。

6月30日，在北京分库工作人员的陪伴下，郭师傅在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当得知患者是一位3

岁的韩国小孩时，作为父亲的他抑制不住激动。对他来说，在异国他乡，又多了一份牵挂和一份割舍不下的

亲情。在给孩子的祝福卡上，还请工作人员代笔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亲爱的孩子，叔叔希望早日能听到你

的笑声。”

7月1日上午10时，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娜出席并完成了造血干细胞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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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分库举行百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
云南分库

2014年6月16日，云南分库举行了第1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段鸿，副会长何云葵、牛有媛、龚云尊，以及秘书长梁先平等会领导和采集医院的领导、专家莅临

采集现场看望并慰问了捐献者。段鸿代表云南省红十字会对捐献者的爱心奉献善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向

捐献者颁发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荣誉证书”。

云南分库自2006年建库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患者为宗旨的理念，经过多年的努力，成

功实现1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捐献者小马是某边防派出所战士，他扎根边防，训练刻苦，多次受到上级

好评。在2012年11月的一次宣传动员活动中，他踊跃地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期间还多次主动与工作

人员联系，表达了强烈的捐献愿望，他说：“作为一名战士，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虽是和平建

设时期，但能用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自己将义无反顾”。今年3月，当得知与一名白血

病患者配型相合后，他没有丝毫犹豫，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体现了一名普通战士崇高的精神境界。

16日下午，小马顺利地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工作，光荣地成为云南分库第100例非亲缘关系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省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各大主流媒体都到现场进行了专题采访并进行了全面报道，活

动情况也通过微博、微信等进行及时宣传。

云南分库继突破百例捐献之后，

又迎来了第四例境外捐献，2014年

6月26日上午，在分库会议室举行了

简单而热烈的赴京采集欢送会，捐献

者代表、志愿者代表、爱心企业代表

和分库工作人员等20余人参加了欢送

会。云南省红十字会何云葵副会长代

表省红十字会在欢送会上致辞，对云

南分库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向捐

献者表达了亲切的问候，并对长期支持分库工作的捐献者、志愿者及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表示衷

心的感谢。活动当天，省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各大主流媒体都到现场进行了专题采访并进行了

全面报道，活动情况也通过微博、微信等进行及时宣传。

捐献者李先生是一名公司普通职工，他用无私的大爱彰显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即将给美国的白血病患者送去一份生命的礼物，一段跨越大洋的特殊“髓”缘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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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榜样主题活动官网发布六月第二周5名榜样人物名单，航空总医院心身医学科医生、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谢医生当选，获评为“2014北京榜样”六月第二周榜样。

“2014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主办，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市外宣办、市网信办、市属各新闻媒体等单位协办的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品牌活动。活动旨在通过广泛发动，层层选树，在全市宣传树立一批“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北

京榜样”，在全社会掀起“人人推荐身边榜样，人人学习榜样事迹,人人践行榜样精神”的热潮。

谢医生因热心公益，为白血病患儿捐献造血干细胞，拯救患儿生命而当选。从大学时代成为一名光荣的

志愿捐献者起，经过六年漫长等待、两次全面体检和长达4个小时的采集，谢医生于2014年3月成功为白血

病患儿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家庭带去重生的希望和喜悦，为一个幼小的患儿带去医者无私的

帮助。她不仅无私帮助患儿，还请工作人员转交给患儿家庭自己的5000元心意，并给孩子购买了礼物，亲笔

给孩子写了一封信，鼓励孩子战胜病魔，早日康复。

谢医生还由一名公益捐献践行者变为宣传者，鼓励更多人捐献助人。现在的她，还是中华骨髓库北京分

库的一名青年讲师。她多次用业余时间走进高校，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亲身经历向同学们传播造血干细胞捐

献无损身体健康的理念。今年六一，她又参加了帮助白血病患儿实现心愿的“彩虹计划”。这些善举，再次

温暖了社会大众，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根据中华骨髓库2014年工作计划，广东分库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省份，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唾液

样本采集试点活动”。

唾液样本采集作为中华骨髓库志愿捐献者采样工作的新尝试，是简单、快速、无创性获取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DNA的方法。作为现阶段血液标本采集方式的重要辅助手段，可使样本采集脱离采血的局限性，实

现个体或团体自由地向骨髓库提供入库检测样本，对于探索采样入库新方式，拓宽志愿捐献者招募渠道，促

进骨髓库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完成总库下达我分库采样试点工作任务，广东分库按照总库的部署要求，以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为原则，精心组织，规范操作，扎实推进，提前1个多月保质保量完成了试点工作任务。

北京榜样

广东分库完成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唾液样本采集任务

北京分库

广东分库 曾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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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巴尔虎左旗吉苏

木召开那达慕的日子，呼

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

红十字会开展“志愿捐献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

动。市、旗两级红十字会

及相关工作人员一行15

人，深入到新巴尔虎左旗

吉苏木、人民医院进行造

血干细胞现场采集。

活动现场。虽然天气

炎热，但丝毫没有影响到

牧民的热情，志愿者们耐心的排着长队，完全没有抱怨的情绪，浓浓的爱心奉献之举，

使得现场的气氛一直被温馨和欢乐围绕着。

经过现场填表、审核，有69人成功采集了血样，他们又为呼伦贝尔造血干细胞事业

和白血病患者奉献一份力量。工作人员为这些志愿者颁发了入库荣誉证书和纪念品。

来自吉苏木的牧民志愿者说，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一件富有爱心很神圣的事情，捐献

造血干细胞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能给有需要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希望，

这是自己很乐意做的事，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内蒙古分库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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