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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12年，坚持记录创纪录。把听到的话，发生的事写下来，这

就是纪录。《中华骨髓库通讯》自2002年6月创刊至今已经累计发行120

期，刊发稿件1500篇，记录建库12年重大事件和捐献者凡人善举1000

次。为中华骨髓库建设，为中国红十字会“三救”工作，为社会文明进步

留下了宝贵的一线资料。

通讯素材一纵即逝，新闻价值也有她的时效性，但当我们回顾以往

的点滴记录时，那种累积的价值被放大，特别是记录那些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闪光瞬间的稿件鲜活、殷实、厚重。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后来被广

泛赞誉的模范人物，比如被习总书记点赞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杨永康、张

宝；被央视誉为“最美中学生”的张文驰、“最美新娘”的向学敏；被中

宣部盛赞的“最美中国人”吕明玉；被华建敏会长点赞的为“新时期最美

村官”张广秀捐髓的汪凯；还有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17名火炬手；全国

道德模范厉莉……一个志愿捐献者团队，在一个较短的时期，涌现了如此

多令世人瞩目的模范人物，这在任何领域都是少见的，是创纪录的。

勿以善小而不为。记录是枯燥的，但记录是有价值的。我们要勇于

记录，坚持记录，记录我们周围的真善美，记录人性闪光的地方。新年伊

始，向每一位《中华骨髓库通讯》编委致敬，愿我们一起拿起笔坚持记

录，创造纪录。

                                                                        二零一四年·冬

坚持记录才能创造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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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第七届专家委员会会议在京举行
技术服务部·杜丹

2014年12月21日，中华骨髓库第七届专家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红十字

会副会长郝林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刘维新宣读聘任第七届

专家委员会会议的决定。第七届专家委员会由30位专家组成。主任委员：陆道培，副

主任委员：程京、陈虎、黄河、任汉云、朱发明、蔡剑平、奚永志；委员：吴德沛、

高春记、王健民、刘开彦、童春容、刘霆、韩明哲、孙竞、陈静、李剑平、何军、张

伯伟、陈强、沈捷、单晓燕、毛伟、陈东风、宇能、王勇、翟晓梅、王凯戎、郭阳。

新增医学伦理专业、法律专业、风险评估方面各一人。另聘顾问张志欣、胡蜀山、赵

桐茂。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刘维新出席了此次会议。刘静湖顾问和陆

道培院士分别主持会议。

陆道培院士作为第七届专家委员会代表发言，希望与会各位专家积极发扬在各自

专业领域的影响力，积极参与骨髓库工作，为做大做强中华骨髓库做出更大的贡献。

高东英副主任通报了中华骨髓库2014年工作概况和2015年工作要点，质量控制实验

室主任蔡剑平通报了2014年2%入库数据抽检项目总评错误率为0.17%，30家实验室

中27家实验室正确率达到100%。童春容主任介绍了《CMDP非血缘供者外周血造血

干细胞动员采集期间及之后的不良事件观察方案》，陈虎主任介绍修订《非血缘造血

干细胞采集技术规范》的相关准备情况。与会专家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对相关

问题提出了大量恳切的意见和建议。

在做会议总结时，高东英副主任指出，新一届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会议尤其深入地重申了事关中华骨髓库下一步发展大计的若干重大问题，对于会

上专家们所提重要建议，一定认真研究，并逐一与专家沟通确认、予以落实。

中华骨髓库第七届专家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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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涉外捐献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在中心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通过各分库同事的辛苦努力和

采集医院等各方面的积极配合，截止12月22日，全年为国（境）外患者进行检索查询1534人次，比2013年提高

30%，占到全年总检索量的20%；并为其中800余名患者在世界骨髓库进行检索；为532名患者动员1136名供者，

同比增加30%；实际为患者寄送血样120份；安排体检61人次，比2013年提高100%； 全年实现向14个国家和地区

捐献50例，是2013年捐献数量的2倍。其中包括首次向德国、澳大利亚、泰国、伊朗、比利时、荷兰等6个国家捐献

造血干细胞，并实现4例黄种人向白种人的跨族裔捐献。年度捐献数和输出国家数都大大突破了以往的记录。

2004年至今中华骨髓库已经累计向全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183例，扩大了中华骨髓库在世界的

影响，更越来越显现出中华骨髓库服务于全球患者的价值。这一跨越国界、挽救生命的大爱善举，不但提高了骨髓库

的对外交往能力，也成为了我国外交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工作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在出访

时两次提到造血干细胞的跨国捐献工作。7月，外交部主动与我中心联系,了解中韩两国合作事宜。随后，习主席在韩

国首尔大学的演讲中专门讲到捐献者张宝为韩国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感人事迹，称这一举动是中韩两国人民友谊的

真实写照。这充分说明中华骨髓库以实际行动为我国在民间外交、人道外交方面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3年起，涉外工作开始将重点放在在规范标准操作流程上，从规范流程表单、血样寄送标识，使用专业冷链

运输，到统一采集物报告内容及包装，无一不体现出国际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理念。随着上传世界骨髓库数据的不

断增加，医疗服务部在与各国（境）外骨髓库加强联络协调、坚持“零时差”工作方式的同时，积极寻求与相关部门

的合作，加快社会化进程，切实缩短了涉外捐献流程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规范流程强基础 涉外捐献创新高
医疗服务部·宋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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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日下午，北京市红十字会“髓爱无价 缘在路上” 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推广活动在北

京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马润海，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北京管理中心专家顾问委

员会主任委员、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等十几位专家委员，及来自市各委办局，市红十字血

液中心，河北、天津红十字会，市区县红十字会，首都15所高校，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等

社会各界代表共300余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北京市红十字会举办
“髓爱无价 缘在路上”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推广活动

北京分库

中国红十字会领导视察苏州HLA配型实验室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HLA实验室主任·何军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党组书记徐科，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唐健、江苏省政府副秘书朱步楼、江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会长盛放等一行领导，在苏州市副

市长周玉龙、王鸿声；以及苏州市红十字会严晓凤会长、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的陪同下，于2014年9月

23日实地视察位于苏州大学南校区的HLA配型实验室。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侯建全

代表医院向华会长一行，从医院发展概况、血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三个方面进行了

专题汇报，何军主任从中国大陆地区第一获得国际ASHI认证实验室、全国唯一在地级市的中华骨髓库

HLA高分辨确认分型实验室、全国唯一具有临床移植医院和红十字血站联合创办的实验室、全国唯一具

有三位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四大实验室特色进行了工作汇报。会后华会长一行参观了HLA配型实验室，

兴致勃勃地观看技术人员的实验操作，察看了实验室发放到临床的HLA基因分型报告单。在离开实验室

时华会长非常满意，他叮嘱朱校长和侯院长说：加强苏州大学、附一院与苏州市红十字会紧密相联的工

作，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研究依托苏州大学，希望苏州大学为研究红十字会的历史多做贡献；要相信中

国的红十字会工作一定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一股力量，拯救生命、仁爱都是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要坚守两个底线：道德底线和生命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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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北京政法大学研究生王金鑫成为北京分库第2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是首都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中里程碑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分库13年的捐献工作历程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造

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已成为红十字事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公益品牌，为提高首都红十字会在社会

上认知度和公信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京市红十字会以完成200位造血干细胞捐献为契机，举办“髓爱无价、缘在路上”造血干细

胞捐献宣传推广活动，让社会各界齐聚一堂，共同回顾13年以来报名志愿者人数从百到千，到今

天的十二万库容；捐献人数从无到有，到今天的200例捐献这一艰辛历程，这其中有社会各界的关

注，有每位志愿者的爱心和捐献者的无私奉献。200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首都造血干

细胞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是这项公益事业得到更多人认可的有力说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

美体现，是每个小爱凝结的大爱髓缘。

200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行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实现了挽救生命

的崇高善举。正如郝林娜副会长所说，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和移植事业是符合红十字人道宗旨的事

业，这项工作的开展，可为我国乃至全球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救治的患者提供帮助，是造福人

类、利在千秋的社会工程、生命工程。

▲“髓爱无价 缘在路上” 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推广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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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1日-22日，由福建省血液中心与福建农林大学红十字会共同主办的“心连心，

放飞爱”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活动在农大拓荒广场成功举办。

此次活动由农林大学校红十字会志愿者骨干为主导举办，在省血液中心和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管理中心的支持下，以倡导“献血、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的爱心公益理念，积极推进无

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现场特别搭设“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报名点”，由受过专业培训

的志愿者骨干对心存疑虑的同学进行一对一解答，切实打消疑虑，坚定捐献决心。活动现场吸引了

大批学生参与，累计发放捐献造血干细胞知识宣传折页500份，受宣人员达700余人，成功从610

名献血者中招募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55名。    

活动通过前期进行的动员、活动中咨询及报名后回访等一系列 立体宣传，增进校内广大师生

对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认识。后期，福建农林大学红十字会将不定期举办专场宣传活动，

并积极筹建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在校内普及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动员师生报

名加入中华骨髓库和参与省内捐献服务保障工作，为挽救人的生命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福建农林大学举办专场宣传活动

福建分库·刘雅萍

2014年12月16日，

河南敬先生在京某医院捐

献了造血干细胞，为比利

时患者点燃重生的希望，

敬先生是中华骨髓库首例

为比利时患者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捐献者。

爱无国界 大爱相“髓”
—河南敬先生成为大陆首例为比利时患者捐献志愿者

河南分库·文梅英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为敬先生颁发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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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共搭生命的诺亚方舟

2014年11月26日，江苏分库两名志愿者同日捐献，其中来自常州的吴女士成为了江苏分库第

400例捐献者。

还是在同一家医院，12月8日上午，分别来自镇江的沈医生和泰州的志愿者同时捐献，用他们

的爱为患儿延续生的希望。

31岁的沈医生已是孩子的父亲，从2005年开始，就和医院同事多次前往福利院为残疾儿童、

孤寡老人义诊治疗牙齿，到今天已经坚持了10年。他还是“志愿助残阳光行动”的志愿者，工作之

余，多次跟随口腔医院小分队上门为城乡残疾人家送保健。2009年3月，报名成为了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今年与1个7岁的患儿配型成功，对这样的机缘感觉象中大奖一样，虽然父母有点担

心，但也很开明，支持他救人一命。

40岁的仲先生是泰州一家企业经营部的负责人，2004年就开始无偿献血，2010年听说捐献造

血干细胞可以救人一命，特地带着8岁女儿到泰州血站的爱心献血屋报名。今年8月就有了患者与他

配型成功的消息，他没有犹豫，但他爱人知道后不太赞同。“人家好容易有了点希望，我们不能把

这点希望也掐了。”他从网上找了一堆的资料给夫人看，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做工作，最终得到了爱

人的理解与支持。在他准备捐髓救人的同时，家里的老父因为胃癌，12月下旬刚刚手术，现在还在

化疗，病床上的父亲知道他要救人，叫他不要担心，救人要紧，家中亲人都全力支持他。还在上小

学6年级的女儿在听说对方患者是个小朋友时，专门花2天半时间画了一幅画，祝小朋友早日康复。

江苏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徐国林为他们颁发了博爱奖牌和荣誉证书。

江苏分库

2014年12月16日，河南敬先生在京某医院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比利时患者点燃重生的希

望，敬先生是中华骨髓库首例为比利时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

今年41岁的敬先生，是河南某村农民，农闲时在村附近打零工，他为人低调、朴实，热爱公

益事业，5次参加无偿献血，2013年4月9日，在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捐献志愿

者。2014年2月11日，经总库管理中心检索，他与比利时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新郑市红十字

会通知他与患者配型成功，征询他的意见，是否愿意捐献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经过高分辨检

测及体检，敬先生符合捐献条件。

根据患者需要和总库管理中心安排，敬先生11日赴京，16日在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临行前，

河南省红十字会在郑州东站为他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河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国新

参加欢送仪式。敬先生在医院捐献期间，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到现场看望，颁发荣誉

证书，为他的爱心行为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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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对于莒南县中医院刘先生来说却注定有些不平常，不久前，刘先生与

广西的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今天他将启程赶赴济南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由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成为捐献者。

刘先生身为一名外科医生，工作将近20年，抢救过无数人，比常人更了解生命的可贵。门诊室里、手术

台上，他对病人百般呵护、帮助患者远离病痛。他不仅是医生，还是一位低调的爱心使者。从2000年起，刘

先生和妻子踏上奉献爱心之路，为贫苦的家庭“雪中送炭”，让失学的孩子重拾学业……每年的七八月份沂蒙

晚报都会刊登一些贫困学子的信息，刘先生每天都会买一份晚报，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帮助到的。这么多年来，

他和妻子一直没有停止捐款、捐物，他们已经记不得自己已经资助过多少学生、帮助过多少困难的家庭，他们

只想尽自己所能默默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夫妻俩的这条公益路一走就是14年。

2007年，刘先生参加了县里组织的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7月

8日，刘先生得知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比中了彩票还高兴，这种配型成功的几率很低。我是医

生，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我知道生命的可贵。那是一条生命，等着我去帮助，我不能犹豫。”刘先生说道。本

来今年准备好要二胎的他却又被告知和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二胎的事被再次推迟，“救人要紧， 别的

事都可以等，但是这位患者的病却等不起。”刘先生说。

2014年12月11日，刘先生在山东省某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山东分库第36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山东省红十字会秘书长金汝华、临沂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孙寿彩等前往医院慰问，并向他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

誉证书。

十四年公益路 梦圆捐髓时
山东分库· 卢朝霞、周连通

2014年11月26日，陕西省第二例跨国捐献造血干细胞顺利完成，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深圳

市，陕西青年学子小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捐献当天，中华骨髓库外联部宋晔，陕西分库主任刘耀

堂，工作人员陈志超，小谢的妈妈和深圳市八九位志愿者陪同采集，场景十分感人。下午三时，进行了造

血干细胞交接仪式。来自美国国家骨髓库的工作人员将这份宝贵的生命种子带回美国，它将能挽救一位不

幸身患白血病的美国小朋友的生命。 

小谢同学在2011年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自己与一名美国患者配型相合，年仅23岁的小谢同

学极富爱心，表示愿意捐献，而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去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对每一位志愿捐献者来说，都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做的

事情。对小谢同学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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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红十字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永放光芒！ 

陕西分库顺利完成第二例涉外捐献
陕西分库·陈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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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分库·宋丽娟

岁末一周两名志愿者为救人二次捐献

 继今年8月5日成功捐髓后，12月17日上午，来自栾城县的志愿者刘先生躺在医院的采集室进行

二次捐献淋巴细胞的采集，为自己曾救助的患者再伸援手。和刘先生一样，12月10日保定市志愿者刘

女士也在这里进行了淋巴细胞采集。她第一次捐献是在今年的9月15日。相继一周时间内两名志愿者

进行二次“捐献”淋巴细胞这在河北尚属首次。

刘先生是栾城县一名个体老板。2013年10月10日，他接到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儿配型成功的通

知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捐献。为了能顺利捐献，刘先生不仅戒了烟酒，还特别注意饮食，并给自己

制定了健身计划，半年的时间里他瘦了10几斤，今年8月5日在妻子的陪同下在医院顺利完成捐献。

12月1日，刘先生再次接到河北分库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患者病情复发，需二次捐献淋巴细

胞。“捐献对身体并没有什么影响，我很健康，上次捐献完后，回去就上班了。”这次，他依然爽快

地答应，“救人救到底，只要能帮到患者，我愿意二次捐献”。

1984年出生的刘女士，是保定长城汽车公司的一名员工。今年9月中旬，她在河北某医院为患者

捐献了造血干细胞。然而11月27日，她又接到电话，希望她再次捐献。“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电话随

访呢。可当听到自己救助的患者病情出现反复时，我非常难过”刘女士说。上次捐献后，她虽然不了

解救助对象的个人信息，但心里一直默默地期盼着患者能早日康复。“只要患者还有机会，我绝对不

会放弃，随时可以捐献！”

刘女士说，作为一名捐献者，她愿意用自己的行动鼓励身边的人，都来加入捐髓志愿者的队伍，

共同来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

▲来自患者家属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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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云南分库年龄最大的捐献者

白衣天使为上海9岁患童送去重生希望

近日，来自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的“奶奶级”志愿者蒋女士在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巧

合的是，捐献当天是蒋女士孙女的一岁生日，这也是奶奶送给孙女的第一份生日礼物。今年49周岁的她，

成为云南分库年龄最大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蒋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饺子店，文化程度不高，如果不是侄女的病，她可能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一无

所知。“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前，她有点感冒，当时为了不耽误考试就一直坚持着。”蒋女士回忆说，放

暑假回家后，侄女的感冒一直没好，到当地的医院一检查，被确诊为白血病。患病后，因一直未找到合适

的配型，在经过2年多的治疗后于2010年，蒋女士不到22岁的侄女还是去世了。侄女去世对蒋女士触动特

别大，她悄悄地登记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没有告诉任何人。

“入库几年了都没配型成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都觉得自己可能没机会了。”10月7日，蒋女士

被通知来昆明做高分辨配型的时候，她直言自己都无法相信。而家人也是在这时，才知道她是一名造血干

细胞志愿捐献者。“我们知道的时候，还怕她被人骗，所以专门陪她一起来昆明采集。”蒋女士的儿子在

采集干细胞时，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躺在病床上采集时，蒋女士左脚忽然抽筋，志愿者马上为她按摩。口渴了，志愿者又端上配着吸管的

温水给她喝。“我觉得自己简直太幸福了。”蒋女士说，昨天也正好是自己孙女一岁的生日，虽然不能陪

在她身边，却为她送上了一份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自己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有可能让一个人得到重生。

刘女士今年42岁，是一名呼吸内科护士。她所在的医院是中华骨髓库在辽宁地区三家定点采集医院之

一，平日里刘女士就经常看到志愿捐献者在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能有机会捐献。作为一

名医护人员，刘女士知道造血干细胞的配型成功率很低，一些志愿者等了很多年也尚未配型成功。2014年

5月21日，当她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时，几乎欢呼雀跃地表示愿意捐献，并说“能有这个救人的机

会，真好！” 

与其他捐献者不同，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刘女士是独自一个人来的。捐献当天刘女士也只把自己捐献

的事情告诉给15岁的儿子。儿子跟她说，“妈，我觉得你特别伟大！”孩子的支持让刘女士特别感动。 

刘女士在2008年的护士节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那一天也是汶川大

地震的日子，所以刘女士记得很清楚。经过6年终于等到捐献的机会，能为一名9岁患童送去重生的希望。

2014年11月13日上午8点半，刘女士在医院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人员将刘女士的“爱心

种子”送往患者所在医院，并受患者家属之托带回了一封信表达感激之情。信中写道：“以前我们只知道流

泪，不知道路在何方。您的无私奉献，挽救的不只是孩子的生命，也是我们全家的生命，带给我们全家坚强

活下去的信念，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的明天！” 

云南分库·武天燕

辽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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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分库

传递社会正能量 感悟人间真善美

2014年11月3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第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小志光荣归来。南昌市红十字

会在进贤县举行欢迎仪式，进贤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题表彰大会，县主要领导和县直各单位、各

乡镇的领导干部100余人参加。大家纷纷赞扬小志的爱心义举，对他挽救生命、无私奉献表示由

衷的钦佩和崇高的敬意。

进贤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钟益民高度评价了小志的爱心义举，他指出，小志用行动和爱心兑

现了对生命的承诺，充分展现了当代青年敢于挑战自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精神风貌。他

号召全县广大青年向小志学习，积极加入到中华骨髓库志愿捐献者的队伍中来，用可以再生的造

血干细胞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为更多的患者点燃生命之火。

小志是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人，是一位普通的务工者，却是一名资深红十字志愿者，

经常参加当地组织的志愿服务和无偿献血。2010年7月，小志在一次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

库。今年8月份，当得知自己与上海一位3岁女童配型成功时，小志说：“我感觉幸运，能够实现

捐献干细胞、救人生命的愿望。”10月31日小志顺利完成了捐献，成为南昌市第9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面对鲜花和掌声，这位23岁的小伙子却表现得非常腼腆和淡定。当询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

时，他平静地说：“捐献已经过去了几天，我感觉身体没什么不适。现在回到平常的生活，我会

继续做好一名志愿者，奉献爱心，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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