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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6日，“中华骨髓库第5000例造血干细胞交接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总医院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高东英、北京红十

字会副会长刘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院长殷明、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汉云、捐献者代表、康复者代表、志愿者代表等人参加。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刘维

新主持会议。

北京27岁的游泳救生员袁广义于2015年7月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为一名再

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中华骨髓库第50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郝林

娜亲切慰问了袁广义，并向他颁发了“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

高东英简述了中华骨髓库5000例捐献实现过程。着重强调建库理念，坚持自愿无偿，

坚持质量第一，坚持五统一，坚持标杆管理。任汉云指出，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造血

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的有效手段，呼吁更多的健康适龄人群加入到志愿捐

献者行列。

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逾5000例
医疗服务部·宋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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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我被一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新德里时间7月11日凌晨1点01分，北京经上海飞新德里

的MU563航班，平稳降落在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一次寻常航班此刻却承载着不寻常的使命，它飞

越喜马拉雅山脉，载着一位中国捐献者的大爱，为一名身患白血病的16岁印度少年送来希望。如果一

切顺利，60天后，这些“生命的种子”，将开始帮助少年恢复正常造血功能，一个无价的年轻生命，

将得以继续展开他未来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性。为此中华骨髓库、中国海关及出入境检疫等部门坚持

“零时差”的工作方式，构筑了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

根据国际惯例和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此时我们无法得知受捐助的印度少年的名字，但我们知

道，一个生命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我从中国新闻中得知，这次的中国捐献者，是一位报纸编辑，他出

生于1978年，来自中国的安徽省。他的捐献理由很简单，他说，“我本身是一个父亲，我的孩子12

岁了。将心比心，我想，如果我是这个印度少年的父母，我一定很着急”。像他这样的志愿者在中国

超过百万。中华骨髓库自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后，已经向全世界各国、各地区捐献了205例造血干

细胞。同时，中国也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捐献。

这又让我想起了去年中印媒体曾经广泛报道的另一个动人故事。2014年，中国浙江省绍兴市一个

丝织印染工人的女儿得了白血病，需要大量输血才能维持生命。在当地经商的印度商人尼拉杰(Neeraj 

Punhani)得知此事后，用手机微信在24小时内，召集了近100名印度商人，为这个中国小女孩献血

33800毫升。当中国人感谢这些印度朋友的时候，他们说，2013年，当一位印度商人在浙江突患重病

时，76个普通中国人默默地捐献了血液。

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印两国普通人之间，互捐鲜血、接力生命的平凡故事，

感动我的两个跨国故事
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

殷明院长介绍了近年来与中华骨髓库的合作情况。捐献者代表分享了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

参与志愿服务，并从中得到收获的故事。康复者代表用自己亲身经历展示了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重

获新生的成果，对那位不知名的捐献者充满感激。 

郝林娜充分肯定了中华骨髓库自成立以来，在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始终坚持“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以及“自愿、无偿”捐献的伦理原则，积极为临床提供服务。随着库容

量的逐步扩大，捐献量的增幅也呈现逐步加速的态势。特别是近年来跨国捐献工作进展显著，多

次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和赞赏。郝林娜副会长衷心希望社会各界的朋友们一如既往地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和中华骨髓库的建设，希望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更好地宣传志愿捐献者的人道

主义精神和有关科普的知识，并且期望有更多的公民参加到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努

力把中华骨髓库做大做强，为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邹庆波与患者所在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造血干细胞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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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7日，中华骨髓库2015年口腔粘膜拭子样本采集试点工作培训班在沈阳举

办。培训班为期一天，来自参与今年口拭子试点工作的上海、河北、广东、黑龙江、宁夏分库

和博奥晶典、荻硕贝肯、华大基因HLA分型实验室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共60人，参加了这次培

训班。图为与会者在辽宁分库组织的招募现场指导志愿者采集口拭子。

2015年6月29日下午，中

华骨髓库“十三五”规划方案专

家论证会在总库管理中心会议室

召开。以陆道培主任委员为组长

的评审专家组对管理中心拟就的

“十三五”规划方案初稿进行了

认真的论证、评议，并原则通过

评审，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尽

快报批。

技术服务部·刘琪

为这个“亲”字做了最好的注脚。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最质朴、最真切的互帮互助，构成了两国关

系最稳固的基石。这位中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捐助了谁，也许永远也不会知

道。他对那位印度少年的了解仅限于三个词：新德里、16岁、男孩。然而，不同国度、远隔千山万

水的两个人，却可以用生命的一部分去帮助另一个生命，这不正是人类基因中最神奇，最高贵的本性

（nature）吗？在中国文字中，“人”字，就是一个互相支撑的形状。正是这种宝贵的相互支撑，托

起了生命，催生了希望，构建了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让我们一起为这个不知名字的印度少年祈祷！

Dear Boy,Aal lzz Well.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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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委员吴德沛教授团队获殊荣

山西省血液中心成功举办“HLA与异基因移植研讨会”

技术服务部·杜丹

技术服务部·杜丹

2015年6月24至27日，在山西省太原市，由中国输血协会血站管理工作委员会HLA管理学术组与山西

省血液中心共同举办了“HLA与异基因移植研讨会”。本次会议特邀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外专

局特聘专家马塞诸塞大学医学中心HLA实验室主任、美国红十字输血服务中心东北地区HLA实验室主任宇能

教授授课。邀请了HLA管理学术组张志欣主任委员和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实验室的HLA学者、山西省各大

医院血液科专家共同参与交流研讨。宇能教授的讲座涵盖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供体选择策略、移植前

后的相关检测、美国国家骨髓库的概况、HLA研究的新思路与热点问题，以及HLA实验室ASHI认证的要点

和方法。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目前国内HLA实验室今后的发展思路进行了交流，希望实验室今后可以成为临床

医生的助手，推动全国异基因移植水平的提高，真正让患者受益。

2015年6月15日第三届中法血液学高峰论坛在巴黎隆重举行，中

法血液学界6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血液学领域的最新进展，积极

推动中法、中欧血液学界的合作与交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院士特意给第三届中法血液学高

峰论坛发来视频致辞：“中法血液学高峰论坛注重青年医生学者以及来

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医生加入到中法血液学交流中来，这是很好的创

新，希望越来越多科学家继续加强和中国同道的合作，谱写文化交流和

科学创新的新篇章。

在本届论坛上，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吴德沛教授团队和法国马赛保利卡梅特研究所Didier Blaise教授团

队荣获了引人瞩目的高水平专业奖项“2015年度法国圣安东尼-EBMT

（欧洲血液与骨髓移植协会）成就奖”，以表彰他们在骨髓移植和细胞

治疗领域以及中法医学科学发展和交流方面的成就和贡献。EBMT巴黎

办公室主任Nobert -Claude Gorin教授颁奖，高度赞许他们在血液诊治及移植领域的突出贡献。

该奖项是一项依据法国法律设立的国际性医疗奖项，面向中国、法国及欧洲血液学领域中做出科学创新

及卓越成就并为推动中法、中欧血液学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团体或机构。自2013年起

先后颁发给6位中法专家，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阮长耿院士曾于2014年获得中法血液学交流卓越贡献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陈赛娟院士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教授是获得该项奖励的中国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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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分库举办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讲
福建分库·刘雅萍

7月13日，受福建省

血液中心邀请，中华骨髓

库福建分库在福州举办主

题为“奉献爱心  重铸生

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宣讲。

此次宣讲通过捐献知

识竞答，观看捐献短片，

模拟捐献情景的方式，深

入讲解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的建库意义和现实

社会效益，了解入库登记

流程，配型动员步骤和采集捐献无损健康的临床表现，旨在进一步提高无偿献血服务骨干对建立科学的

造血干细胞捐献认识，动员更多志愿者加入捐献队伍。活动中，同学们就目前高校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

胞宣传动员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行探讨，提出结合新媒体应用推进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多年来，

福建分库坚持在无偿献血者人群中开展造血干细胞入库动员，取得一定成效。

7月9日，山东分库在济南举办“博爱齐鲁 生命相髓”山东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400例宣传推

广活动，活动历时3小时并取得圆满成功。

400例是一个里程碑。在此背景下，山东分库对工作进行回顾、挖掘和总结，决定做一次内容深刻、形

式多样新颖、能体现捐献者风采的宣传推广活动，促进未来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山东分库先后2次向省红十字会执委会汇报活动方案。山东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李全太强调宣传推广活

动的重要性，希望活动成为典型范例。按照李会长总体要求，分库先后4次与协办医院对接，召开碰头会，

加紧活动方案的组织谋划实施。

围绕“博爱齐鲁，生命相髓”这一主题，选择典型案例，以7月9日山东分库第400例、第401例、第

40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为契机，以捐献者的光辉事迹为推手，充分展示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的发展。

推广活动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相结合，创新宣传形式。活动中有捐献者典型报告、专家访谈、会长访谈、

捐献者与康复者见面，现场由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唐子文解说，充满

正能量的激情报告，真实再现了4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背后动人的故事。

这次活动创出了视、听、讲、演、播及现场实采的立体效果，整场节目高潮迭起，掌声连连。

山东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400例
山东分库·卢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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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公益 快乐生活”
辽宁分库

镇江市红十字会·贾建芬 
捐献者·张晓春

辽宁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

务大队成立以来，大家参与公益热情高涨，为

了增进彼此间的交流与互动，提高志愿服务水

平，志愿服务大队于2015年7月4、5日在本溪

恬园组织了一次志愿者培训会。

此次培训得到了广大志愿者朋友的积极

响应和大力支持，培训以“快乐公益，快乐生

活”为主题，内容丰富多彩，有知识讲座、有

奖问答，优秀志愿者表彰，捐献者心路历程感

谈，篝火晚会及户外活动等。

志愿者们通过这次培训会，不仅学习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加强了彼此的交流，获得了友谊，更让大家在志愿服务的同时，收获了快乐！

6月20日端午节上午，

镇江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服务队组织江苏科技大学志

愿者赴街头开展“你我相

髓”暑期造血干细胞捐献知

识宣传普及活动。镇江市两

名捐献者分别带领10余位江

苏科技大学志愿者高举志愿

服务队队旗和宣传展牌在市

中心和献血车上向市民宣传

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

活动当天，发放宣传册500

余份。成为当日街头一道亮

丽风景线。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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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位”抓好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重庆市梁平县红十字会·李羡权

重庆市梁平县红十字会认真贯彻落实市红十字会的工作部署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抓好造血干细胞捐

献工作取得较好成效。截至7月15日，全县有422人经血样采集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梁平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于今年3月初正式启动。工作中切实做到“五个到位”：一是宣传动员

到位。派工作人员深入各镇乡广泛宣传动员，印制《捐献造血干细胞倡议书》2万份，宣传展板1块，并

将《倡议书》在《梁平报》刊登，同时通过党政内网邮箱发至全县各镇乡、机关事业单位，为做好此项

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专题培训到位。举办有33个乡镇（街道）、教育系统、医疗机构等近40

个单位50余名分管无偿献血工作的领导参加的专题培训会，邀请重庆市红十字会组织宣传外联部部长冯

健亲自为参训人员讲授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重要意义及相关知识，使自愿者消除恐惧心理，进一步增强认

识。三是工作协调到位。赴万州区血站积极协调联系采集血样等相关事宜，争取支持，让无偿献血活动

与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同步推进。四是现场服务到位。利用全县3至6月集中无偿献血活动的开展，红会

全体工作人员早出晚归，放弃午休，亲临活动现场向过往群众及机关事业单位前来献血的人员热情宣传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工作流程、重要意义，发放宣传资料，耐心接受咨询，指导志愿捐献者认真填写

登记表、上车采集血样，并向志愿者现场签发荣誉证书。与此同时，邀请梁平报社、电视台记者作现场

采访报道，良好的工作风貌和周到的服务受到自愿捐献者一致好评。五是建立长效机制到位。为使此项

工作常态化，长期聘请一名志愿者，利用每周一、三、五、七万州血站到梁平固定采血时间，随同采血

车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做好血样收集等工作，动员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奉献大爱。

2015年7月14日上午，在医院采集室北京分库第218例捐献者正在进行采集工作。工作人员和家人

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捐献者是一位四岁孩子的妈妈，在9年前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她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挽救血

液病患者的生命，毅然留存血样等待有一天可以完成一次生命的“接力”。2013年10月，她得知自己和

一位10岁的小患者配型成功，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生命的救助一等就是近两年，期间患者的情况一直

牵动着这位母亲的心，孩子怎么样了？现在什么情况？化疗效果如何？ 

捐献当天，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娜、朝阳区红十字会相关领导到现场探望和慰问。四岁的女

儿也一直守在妈妈的床边，小小的年纪，却能理解妈妈的行为：“我的妈妈是最棒的。”这句简单的赞

扬，却是对这位母亲最大的肯定。

点一盏灯火，重燃生命的颜色；点一盏灯火，为那不曾改变的承诺；点一盏灯火，为了他，也为了

我；点一盏灯火，这一刻我们一起将爱传播。

北京分库·李涛

灯火
——记北京分库第218例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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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下午，张家口市残疾志愿捐献

者张先生在北京某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成为河北分库第2例救助香港患者的捐

髓者。

张先生是万全县孔家庄村人，他为人热

情，乐善好施。2006年第一次无偿献血时

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此后，他每年坚持献

血两次，“献血又不影响健康，再说还可以

救人”，张先生说。

今年3月26日，张先生接到工作人员的

电话，得知自己与香港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当时，我既怀疑又心情复杂。”张先生笑

着说，他怀疑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才

配型成功。心情复杂是因为，自己留血样时身体健康，可现在严重烧伤，还能捐献吗？

2013年4月，张先生在电焊操作时不慎油罐车爆炸，全身65%大面积严重烧伤，被定为四级残疾。两

年来，他烧伤的双腿一直在接受治疗，现在仍处于恢复期。

但是，张先生非常珍惜这次捐献机会，不仅咨询了自己的主治医生，还让工作人员咨询采集医生一些

相关情况。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决定：“坚决捐！”之后，他进行了高分辨检测和健康体检，“我虽然

身残，但不妨碍捐髓！”

家人担心他的身体，不赞成捐献，可张先生非常坚定。“经历了九死一生，我更懂得生命的珍贵。”

张先生说，“我非常理解对方渴望救助的心情。”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捐献日子很快确定。但恰巧与张先生早先定好的腿部手术时间冲突。权衡后，

张先生决定推迟手术。“我的手术前后需要时间恢复，这样肯定耽误对方的治疗。我这病目前又没有生命

危险，手术往后缓缓，对身体影响不大，可对方不能等。”

于是，张先生如约来到北京，顺利完成捐献。“因为一直是电话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伤情这么

严重。”河北分库陈主任感动地说，“他家的情况非常困难，烧伤后他无法工作，和妻子仅靠低保维持生

活。目前，治疗已花了40多万，其中一半多是外债。要想恢复正常行走，张先生的腿部还需要进行多次植

皮手术。”

张先生的精神打动了身边很多人，为帮助他渡过难关，河北分库工作人员纷纷解囊为他捐款，陪同的

志愿者还给他买了轮椅。陈主任也呼吁更多好心人能给张先生提供帮助。

河北分库·宋丽娟

我身残 但不妨碍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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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终圆捐“髓”梦

2015年7月10日，为挽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生命，天津城建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小刘在市第一中心

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这是他连续两年内与两名患者配型相合，这种概率只有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

一。在小刘住院捐献期间，天津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红专程到医院进行探望，为他颁发

红十字博爱奖章和荣誉证书，对他拯救生命、奉献爱心的行为给予高度肯定。

2011年10月，天津分库到城建大学进行志愿捐献者招募，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小刘就报名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2014年2月，他接到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外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收到通知时，我家

人非常支持，同时我也觉得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有希望去救他，为什么不呢？”小刘如是回忆

到。但是由于患者方面的原因，小刘最终没有走到捐献环节，对此他感到十分遗憾。

今年3月，当小刘得知自己又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同意捐献，“短短两年两次

配型成功，我自己都感到很幸运”。作为应届毕业生，小刘正忙于毕业相关事宜，课业的繁忙、应聘的

奔波、时间的限制，连家人也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再捐不成就别捐了吧”。话虽这么说，但从父母到亲

朋再到师长，身边每个人都明白，只要有机会救助他人，小刘不会放弃。

捐献之后的小刘笑言：“在这个时候，可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是我收到最好

的毕业礼物。”

天津分库

小君，今年25岁，是个乐观开朗的长春90后小伙，在中国铁建大桥局做技术员。接到工作人员电话

时，他正在天津的工地上干活。为保证顺利捐献，他第一时间赶回了长春。说起造血干细胞捐献，小君坦

言只是听说过，直到2011年，第一次捐献血小板时听到工作人员的讲解，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挽救

他人的生命，小君便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捐献者。几年过去，小君捐献血小板已经写满了3个无偿献血证。

2014年，小君收到与一名小患者初配成功的消息，他很开心，但由于患者的原因再没了下文，小君遗憾了

一阵。今年小君再次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他兴奋地说：“这相当于找到一个妹妹，我希望她能尽快康复，

让我奉献的爱心延续下去。”

说起家人的支持，小君表示从小父母就教育自己要多帮助别人。一旁慈爱的爸爸也说“小君一直是一个

有爱心、懂事的孩子，我觉得现在科学水平很进步，能通过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人的生命。孩子的爱心很难

得，作为家人我一定支持他！也希望人人都能奉献爱心，有更多的人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行列，帮

助其他人。”

2015年7月10日，在亲人、领导的支持下，带着志愿者们的祝福，小君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阳光男孩的爱心奉献
吉林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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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青海省红十字会联合青海民族大学举行了特别的活动，为一名蒙古族90后捐献者举行隆重的欢送仪

式，向全校数万名师生发出了“敢于担当 向善奉献”的号召。

这位90后小伙子扎西（化名），是该校大三学生，也是青海分库首例蒙古族捐献者。2013年6月,扎西看到有

关征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宣传，得知我国现有410多万名白血病患者，每年约有3万名患者因为找不到配型

黯然离去，他被这个数字震惊了，当场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今年4月，扎西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病人当时的病情比较危急，扎西当即表示同意，家人也积极支持。

出席欢送仪式现场的青海省红十字会与青海民族大学的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扎西及家人的高尚行为

和博爱情怀表示崇高敬意。现场吴有祯副会长还授予扎西青海省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荣誉证书。青海民族大学

党委副书记赵燕武为扎西佩戴了写有“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绶带。 

吴有祯副会长说，扎西同学不仅是全省人民的骄傲，更是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崇高体现，这

种跨越民族的大爱代表着高校青年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为全省青年树立了榜样，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支持

公益，奉献爱心，让爱的火种薪火相传。吴有祯副会长表示红十字会将做好后续保障服务工作，并预祝扎西造血干

细胞捐献成功、健康快乐。

欢送会后，扎西将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赴京,实现他挽救患者生命的梦想。

90后姑娘传递爱心有担当

记青海分库首位蒙古族捐献者

内蒙古分库

青海分库·滕进

萍萍是内蒙古分库首个完成捐献的90后捐献者。她是2009年在

内蒙古民族大学护理专业读书时，报名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

2015年2月的一天，萍萍被告知她与一名3岁的患儿初配成功，

当过护士的萍萍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当即决定捐献。但她的父母难

以接受，为了打消父母的顾虑，萍萍从网上下载大量有关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资料，耐心地给父母讲解。

“不了解就不理解，了解了就理解了，”萍萍说。经过努力，父

母对她捐献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最终变成了积极的支持。

6月17日，海拉尔区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到机场为萍萍送行，并

委派一名工作人员陪同。抵京后，萍萍顺利完成捐献。

萍萍用实际行动展现了90后是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一代，她用自

己年轻的血液去挽救一个鲜活的生命，去圆满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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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即将动手术的爱人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还是挽救一位千万人中只有自己才能救活的鲜活生

命？一位刚刚成为父亲的河池市志愿捐献者黄先生选择了后者。

黄先生今年30岁，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去年8月7日，当骨髓库工作人员找到他询问捐献意愿时，黄

先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没问题！”

根据患者的病情，捐献安排在了今年6月初。然而，黄先生爱人需要在5月底接受手术，家中94岁高龄

卧病在床的奶奶以及6个月大的女儿也需要照顾，面对这样两难的选择，黄先生果断决定：“救人！”

“救人肯定义不容辞。患者是个才两岁的孩子，我自己也刚成为父亲，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现在是我

的女儿需要社会帮助，我肯定也是希望能涌现出乐于助人的好心人。”黄先生表示，虽然家里很需要他，

但家人也坚决支持他去救这个患病的小女孩。6月3日，在广西的医院里，黄先生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为外省一位两岁小女孩送去生的希望。

2015年6月9日，四川省绵阳市的董女士在医院顺利

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四川分库的首例羌族同胞捐

献者。

2003年，董女士加入中华骨髓库。从那时起，她就

从未忘记那份庄严的承诺：在生命相托之时，一定为生

命加油，让大爱延续！

2014年6月底，四川分库通知她与一名患者配型相

合，她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作出捐献决定。“2008年汶

川地震时，我和家人是从废墟中爬出来的，当时就觉得

活着真的很幸福。我经历过面临死亡的感觉，所以更能

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得知患者是一位80后，董女士接

着说，“她还这么年轻，捐献不仅是让她一个人的生命

延续，也让她的家庭有了希望。”

董女士的儿子马上要中考，因为捐献她不能陪伴在儿子身旁，但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儿子爱的守

望和最好的鼓励。“来到成都的第二天还接到儿子的电话，告诉我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他，他一定会好好学

习，备战中考。”董女士很高兴得到儿子的理解和支持。

在整个捐献过程中，董女士始终带着微笑，她说，她希望将这份信心传递给患者，让她更加坚强。她也希

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新生。

爱心青年勇捐献 外省女孩喜获救

四川首例羌族同胞“髓”缘安徽

广西分库

四川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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