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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涉外捐献迎来开门红。1月，来自上海、江苏、山东分库的5名捐献者分别向美国、英国、韩

国、日本的受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一年多前刚刚加入资料库的上海捐献者蒋先生，在家人的支持下于1月9日来到北京空军总医院，经过4天

细胞动员剂的注射，于1月14日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2015年涉外捐献第一人。当天下午，饱含关

爱和祝福的“生命种子”在外方取髓人员的护送下，跨越海峡去救助那位身在异国的华裔小朋友。

江苏省连云港市的王女士是当地无偿献血服务队志愿者，长期参加无偿献血、机采血小板，献血总量累计

超过4万毫升。2007年3月，她采集了血液样本，成为资料库中的一员。2014年8月，一名国外患者与她配型

成功，经过高分辨确认检测、体检等环节，按照采集计划，于1月19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江苏省盐城市志愿者荣荣已捐献3300毫升的全血和18个单位的血小板，热衷公益活动。去年9月与一名

异国患者配型成功，2015年1月20日在北京的采集医院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山东省潍坊市捐献者是一名麻醉科医生，他的妻子也同是医务工作者。为了配合患者的最佳移植日期，他

们把即将期末考试的孩子托给父母照顾，按时来到北京的采集医院为一名异国小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2008年5月，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小周，在汶川地震后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

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毕业后周华来到上海工作。6年后，他接到通知与一位异国患者配对成功，他欣

然同意捐献，并得到了单位和家人的支持。因妻子要照顾年幼的孩子，父母都在老家，不能陪同采集。他带着

妻子的美好祝愿，带着患者重生的希望，于1月27日，也就是农历腊八节这一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

中华骨髓库涉外捐献迎来开门红

▲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为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

医疗服务部·宋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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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与山东省脐带血库数据检索平台开通

技术服务部·杜丹

自2014年12月中华骨髓库与山东脐带血库签署合作协议后，在双方网络工程师的共同努力

下，2015年1月19日，中华骨髓库与山东省脐带血库数据检索查询平台正式开通，有1.8万份的脐

带血分型结果可供检索查询。山东省脐带血库成为第七家与中华骨髓库签约成功的脐带血库，此

前，上海市脐带血库、广州市脐带血库、北京市脐带血库、广东省脐带血库、天津市脐带血库、四

川省脐带血库已先后与中华骨髓库合作并建立检索平台，为临床患者提供更大的检索空间，如患者

在中华骨髓库内暂未能检索到适配的非血缘关系供者，那么可通过中华骨髓库脐带血检索平台为患

者查询相应的适配脐带血，如有适配，医生则可直接与相应脐带血库进行沟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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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中华骨髓库库容突破200万人份之际，1月27日下午，福建分库在福州三明大厦召开全省造

血干细胞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研讨会，来自全省各设区市红十字会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业务专职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骨干代表40余人参会。

研讨会由福建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主任杨政坚主持，省红十字会副巡视员、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主任杨华明通报2014年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情况以及做好2015年工作思路，副

秘书长兼赈济救护部部长蔡康政代表省红十字会领导讲话。会议听取省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队

长伍丽琴的工作报告，表彰星级志愿者并授予红十字志愿服务奖章，传达中华骨髓库2014年宣传和

志愿服务工作交流会会议精神，邀请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科长陈晓晓作无偿献血和志愿服务工作经

验分享，全省九个设区市工作站、血站、志愿者代表轮流发言，现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

会上，蔡康政强调，造干捐献已经成为红十字会的一项核心业务，是社会影响极广、能够传播正

能量的品牌工作。目前，福建分库库容已超过6万人份，提前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去年实现

捐献20例，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涉外均是中华骨髓库向德国、泰国捐献的首例，使八闽的爱心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展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的形象和风采。一是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和光荣感。造血干细

胞捐献工作很崇高、很光荣，不仅和救命紧密相连，更直接关系到生命延续、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工作人员一定要自信，要有很强的使命感、光荣感，立足岗位，坚守职责，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二是

一定要提高宣传动员和志愿服务的质量。要调整改变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从主要抓量的扩张转到

讲质的提高上来，在继续完成入库与捐献数量任务的同时，花更多的气力把质量搞上去。宣传动员在

“广”的前提下要做“精”，达到精心、精细、精准。志愿服务在“合”的基础要讲“情”，发挥好

全体志愿者特别是造干捐献者榜样示范，容易共情共鸣、深入内心的独特作用；三是一定要提升造干

队伍整体素质。在完成年度5千人份入库任务和25例捐献目标的同时，努力提升库容有效使用率和出

库率，降低反悔率和流失率，实现整体绩效有一个大改观。专职人员要讲学习、讲规矩、讲协作，共

同做好出入库工作，把好每个环节，落实全程服务，确保捐献顺利进行。希望各级红十字会要继续加

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领导，更多地关心爱护好骨髓库品牌，尽可能地创造更好的条件，投入更

多的资源，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关注、支持和参与，不断扩大志愿捐献造干队伍，用博爱的胸怀浇铸不

变的真情，用奉献的行为创造生命的奇迹！

研讨会通过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和工作经验分享，不仅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更启发拓宽工作思

路，明确工作方向重点。参会代表表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认真理解消化好的经验和作法，切实

把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和志愿服务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

福建分库召开全省造血干细胞宣传和志愿服务
工作研讨会

福建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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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下午，在镇江长江路畔的毕士荣酒店聚集了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他们就是镇江市43位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志愿者们。从镇江捐髓第一人戚女士开始，到刚刚捐献成功的第43例捐献者小

沈……12年来，这个爱心志愿者团队逐年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显著。这是一个平凡人不平凡的善行大爱

聚会，是社会正能量的传递。

时值寒冬，毕士荣酒店不大的聚会包厢内却洋溢着浓浓的暖意，有着“血缘”情谊的爱心志愿者促膝

围坐在一起，总结回顾过去这一年团队志愿服务的心得体会、畅谈作为志愿者这些年平凡而又难能可贵的

人生体验。多才多艺的志愿者们在现场献歌献舞，展示才艺。通过他们的健康积极的形象展示，希望有更

多的适龄青年消除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误解，加入到帮助他人、于己无害的捐献造血干细胞行列中来。

整个这次联谊会让人感受最深的还是市红十字会、市志愿者协会的的各位领导和老师。如果说各位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是“爱心天使”，那他们就是无私的爱的传播者。从最初的5毫升的血样采集，骨髓库的

建立，到今天骨髓库的日益成熟壮大，他们所付出的辛勤汗水是别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用无私的爱心、热

心、忠心、细心、耐心、诚心、恒心力所能及地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感染着周围的人群。

在镇江这片土地上，在造血干细胞爱心志愿者历年来的带动下，至今已举办过十余次大型广场造血

干细胞捐献活动，捐髓志愿者已达1.3万人，占江苏分库的近15%。成功捐献43例，占全省总捐献数的

12%。镇江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从一个人发展到几个人，再到一批人，到现在是一群人，这种爱心之举

也是大爱镇江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镇江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志愿者团队被省委宣传部推荐为“三创三先”典型；有4位捐献

者获镇江市“大爱之星”荣誉称号，有2位获得“江苏好青年”荣誉称号；捐献者沈菲被评选为镇江市

“十大杰出青年”并被省文明办推荐为中国好人；张晓春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爱心医生成为全市人民学习

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有38位捐献者被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认定为我市首批“五星级志愿

者”；有17位捐献者被中国红十字总会评为“五星级志愿者”；有42位捐献者被省文明办、省红十字会

等表彰为江苏省“优秀志愿者”称号。

感恩社会 传播大爱
——2015年镇江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联谊会侧记

志愿捐献者·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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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铜仁市碧江区某中学杨老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挽救了浙江一白血病

患者的生命，实现了他一直以来捐髓救人夙愿，成为贵州省第109例、全国第4691例捐献者。1月20日，

碧江区红十字会在区政府常务会议室召开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区委常委、副书记李俊宏同志

主持，市红十字会常委副会长袁丽君、团市委副书记张峰、市教育局工会主席田凤琴、市财政局副局长蔡恩

勇、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田波、市卫计委中心血站站长麻冬花和碧江区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捐献者杨老师就成功捐献救助进行汇报；与会各部门从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认识等方面做了

交流，并对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对2014年干细胞捐献

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还对2014年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颁发了证书。

最后，区委副书记李俊宏作讲话要求：各部门要加大干细胞捐献工作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力，传

播社会正能量，呼吁更多的人参加到善举中来；各部门要加强对红十字会工作的帮助，共同为打造“和谐碧

江”而努力。

2015年1月16日，深圳天气晴好，这是一个普通的深圳冬日，但是对于阿萌来讲是个特殊的日子，清

晨，她早早的来到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2013年7月的一天，她挽起了衣袖，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在献血的同时，留取了血样，成功加入

了中华骨髓库。她回忆说，当时填写中华骨髓库志愿登记表的时候，医生告诉她说，配型的几率很低，中

华骨髓库目前有100多万的志愿者入库，但是目前完成捐献的只有3000多例。2014年的7月，整整一年

后的一天，她突然接到深圳市血液中心的电话，告知她和一位病人配型成功，她觉得这幸运来的太快了！

血液中心的医生给她详细讲解了捐献的整个过程，并且发送了相关资料，告诉她造血干细胞捐献乃生命所

托，不容儿戏。她说，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在电话和老公沟通此事后，她郑重承诺愿意捐献！

阿萌是一位7岁男孩的母亲，她很喜欢孩子，自己和朋友一起开了一间小小的保育中心，为那些要上班

的母亲解决后顾之忧，尽管工作繁忙，她非常的快乐！ 1月16日，捐献准时开始，因为血管细小，整个过

程直到下午三点才完成。

患者医院的医生来了，阿萌亲自把自己的生命的种子交给了医生，同时她为这个意外的女儿还准备

了一个幸运珠，希望她能重新开启她生命的航行！在这寒冷的冬日，她为另一个生命送去了最为珍贵的礼

物，为新一年的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生命之行拉开大幕！

铜仁市碧江区红十字会2015年首例成功捐献

真情相髓
——记2015年深圳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贵州分库

深圳市血液中心·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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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分库捐献者首次与受捐康复者见面
山西分库·左彤

1月21日，在中华骨髓库志愿捐献者资料突破200万人份情况通报会上，山西分库捐献者

冯磊和受捐康复者帅帅现场激动相逢。这也是中华骨髓库山西分库成立10年来，捐献者首次

与受捐康复者见面。

冯磊是太原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侦查科长，他于2012年8月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功挽救了安徽籍6岁男童帅帅的生命。现在，已经8岁的帅帅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活动现场，小帅帅的一声“供者爸爸”瞬间泪翻全场，冯磊向帅帅赠送了书包、图书和

学习用品，并叮嘱他：“孩子，叔叔有几句话想对你说，感恩父母对你的不离不弃；感恩社会

各界的爱心人士对你的帮助；感谢中华骨髓库、红十字会搭建的爱心桥梁和平台。你要好好

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帅帅的妈妈眼含热泪对冯磊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

人，救了帅帅，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你就是孩子的再生父母！”她还代表全家向冯磊送了一幅

内容为“情暖人间 绝处逢生”的书法作品，“书法是孩子的舅舅亲自写的，全是我们一家人

的心意”妈妈说。

山西分库成立10年来，已有志愿捐献者入库资料7.6万人份，有111位志愿者成功捐献了

造血干细胞，其中有3名志愿者分别向新加坡和韩国患者进行了捐献。

2015年1月28日上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科，来自安陆的胡

女士正在捐献造血干细胞，胡女士是湖北2015年1月的第7位捐献者，一月捐献7例创湖北分

库单月捐献数量历史新高。

胡女士是位活泼开朗的老师，在教育一线为学生服务的同时，每年参加献血，还从所在

的县级市专程赶到孝感血站捐献血小板，已经有五次捐献血小板的经历，正是在献血的同时加

入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列。

2014年9月份胡女士与患者初配成功，胡女士深思熟虑义无反顾不需要做任何的动员工

作，自已说服了家人，完成了高分辨和体检工作，在交谈中，她主动表示，如果将来患者还有

需要，她很愿意再捐一次。

湖北分库·章晟

湖北分库创单月捐献例数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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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上午，为了庆祝中

华骨髓库入库志愿捐献者资料达

到200万人份，也为了在顺德区

招募更多的献血者加入到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一场由南

方医科大学生命医学社联合顺德

区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

服务队大良分队举办的冬季造血

干细胞宣传活动，在山清水秀的

顺峰山公园顺利举行。

1月28日上午，在广州工作的80后白领小范在朋友和家人的陪伴下前往广州某医院进行造血干细

胞捐献。在经历4个小时的采集后，他的造血干细胞被送往外地，用于救助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

者。这位等待“救命种子”的患者，是一位年仅7岁的小女孩。

2010年，小范看到一个关于骨髓捐献的视频，他上网搜寻相关资料，来到中华骨髓库广东分库

采样点留了血样，做了入库登记。2014年9月，小范接到广东分库的电话，告诉他与一名患者初步配

型相合，需要进一步做高分辨配型检查。得知配对成功，他非常兴奋，因为自2010年登记入库后，

就一直没有收到配对的信息，为此他还主动打电话向分库询问过。

在高分配型和身体检查都通过后，小范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消息告诉远在陕西的父母。刚听到消

息时，母亲还因为担心而难过落泪。经过分库工作人员反复的解释，父母转而支持儿子的举动，并坚

持来到广州陪着小范。采集前，小范的父母再次向医生确认安全情况。医生告诉他们，造血干细胞采

集过程中，捐献者会因短暂缺钙而出现口麻或手麻等现象，其他突发情况出现的概率很小。他们终于

放下心来，陪着小范完成了4小时的救人善举。 捐献全程都有广东分库的志愿者陪伴照顾着小范，小

范笑称享受到国宝熊猫的待遇。

受捐患者的主治医生来广州取刚采集好的造血干细胞，同时带来了一封家属的感谢信。刚采集

完，顾不得还有些发麻的双臂，小范立即为受助对象写了一封回信。由于供患信息保密，小范在信中

的落款是“永远爱你的另一个你”。 

 广州好小伙捐献 救助白血病患儿
广东分库·李宁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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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德区中心血站

上午8时，一群身

披蓝马甲的南医大生命

医学社成员和服务队

大良分队志愿者在顺峰

山公园忙得不亦乐乎。

拉开帐篷、拉横幅、装

饰宣传摊位，每个人都

各司其职，各尽其力，

一转眼功夫，一个简单

又不失格调的造血干细

胞宣传摊位映入大伙眼

帘，一切安排就绪。南

医大生命医学社成员闪亮登场，朝气蓬勃的大学生风采在他们的热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全身

心的投入表演来迎接2015年首次造血干细胞宣传活动的到来。

活动现场，55人组成的造血干细胞宣传队伍被分为3组：15人组成的彩旗飘飘单车巡游队伍按预

定路线，穿过人群密集的大街小巷，在人流熙熙攘攘的清晖园及嘉信城市花园停靠，以派发传单和问

卷的方式向顺德市民宣传普及造血干细胞知识；30人组成的流动宣传队伍穿梭于顺峰山公园人群密集

之处流动宣传；剩余的10人则留在固定宣传摊位，志愿者们通过现场讲解答疑并组织了拼图、跳绳、

套圈圈等丰富多彩的小游戏吸引过往的男女老少驻足停留，市民在体验小游戏带来乐趣的同时，志愿

者们耐心地讲解造血干细胞知识，使得参与游戏的市民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下午5时30分，伴随着夜幕缓缓降临以及单车巡游队伍的归来，此次造血干细胞宣传活动圆满结

束。透过志愿者们额头上点点滴滴的汗水，不幸身患血液病需要换骨髓的病人们又多了一丝希望。

生命之火随“髓”传递，爱心之泉随“髓”涌动，让我们携手共筑爱心“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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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刘澈  

《北漂》——杜世强 

《无题》——张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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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庞颖

《秋实》——高东英

《飘》——柳静《满城秋色》——杨秀云  

《日出东方》——苏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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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丰富

职工业余生活，管

理中心组织了一次

摄影比赛。现将部

分获奖作品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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