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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9日，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广告在北京国贸地区正式发布，七

位健康阳光的热血青年形象出现在北京地铁国贸站内，瞬间吸引了摩肩接踵的人群驻足。

这七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是中华骨髓库5000多位“救人英雄”的优秀代表，是来自不

同行业的杰出青年。他们当中，有习近平主席点赞的捐献者张宝、马来西亚籍捐献者杨永

康，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唐子文，还有中华骨髓库首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工

作人员刘华华；三位女性捐献者代表中，既有奋斗在医护工作一线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

洪月慧和山西大同血站护士冯丽君，也有地产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史梦云。

此次公益广告发布，是中华骨髓库继中央电视台全频道、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王

府井科普文化长廊、北京地铁灯箱之后，新开发的一块宣传阵地。七位“救人英雄”用实际

行动，向数以万计的适龄、健康公民发出呼吁：加入中华骨髓库，为挽救重症血液病患者的

生命做好准备；捐献造血干细胞，为患者及其家庭带来重生希望。

截至2015年7月31日，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达203,9078人，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5084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广告亮相北京国贸
组织教育部·刘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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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中华骨髓

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邹庆波

一行四人来陕对分库工作

进行督导、调研，以促进

“十二·五”项目按期保

质 完 成 。 座 谈 会 在 陕 西

省血液中心进行，陕西分

库副主任崔岚、血液中心

副站长赵京文、血液中心

HLA实验室副主任齐珺及

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

了此次座谈会。

会上，崔岚从组织建

设、人员队伍、流程效率、考核情况、志愿服务及采集医院等方面进行了情况汇报。血液中心HLA实验

室副主任齐珺从实验室人员及设备及技术参数配备等方面做了汇报。总库组织教育部部长靳伟民详细询

问了陕西分库每年的入库量和出库率，仔细了解了志愿者服务队近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技

术服务部副部长杜丹、高级工程师韩颖也针对实验室的现况，地市成立工作站的情况及如何开展工作进

行了解并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邹庆波副主任指出，陕西分库近年工作有进步，希望今后加强与医院、

血站的协调合作，统一宣传格局，注重入库质量，争取为西北五省树立标杆。

8月3日上午，来自民政局系统的耿先生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天津一位患者带

去生的希望。至此，河南分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达到500例。

今年39岁的耿先生是一名党员，更是一位“公益达人”。自 2008 年起从事公益事业，现任县社区

志愿者协会会长、县人武部防汛抢险突击队队长和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曾获得2008年绵阳市抗震救

灾先进个人、南阳市抗震救灾“五一劳动奖章”、南阳市慈善先进个人、河南省首届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称号。2009年5月，耿先生在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底与天津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相合。

从那天起，耿先生就盼着早日捐献“生命种子”，能让患者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管理中心领导来陕督导调研

公益达人捐献“生命种子”
——河南分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达到500例

陕西分库·何洁

河南分库·文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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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上午，2015

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共产党

员 志 愿 者 进 社 区 活 动 暨

“刘志文志愿者服务队”

成立仪式在市第二会议厅

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张晓

麟，市长魏尧等领导出席

成立仪式。“刘志文志愿

者服务队”部分成员和机

关工委各服务队队员代表

参加成立仪式并宣誓。市

委书记张晓麟向刘志文授

志愿服务队队旗。

刘志文是中国捐往印度的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该市首例涉外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的

大爱之举，传承了中华民族“孝慈仁爱”的传统美德，践行了“友爱互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了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展现全国文明城市马鞍山文明市民的高尚情操，展示马鞍山全国文明城

市形象。此次成立“刘志文志愿者服务队”对于进一步弘扬“无私奉献”的志愿者精神，传承社会正能

量，对推进正在开展的“五城同创”（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双拥模范城市、公共文化示

范创建城市）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马鞍山市成立“刘志文志愿者服务队”
马鞍山红十字会·吴健

河南省红十字会在省人民医院举行了第5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交接仪式。河南省红十字

会专职副会长何传军、巡视员郭巧敏，省民政厅副厅长孟超、省人民医院院长马保根、省人民

医院纪委副书记武素英等到场见证。副省长王艳玲发来的贺信中说：“每一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都是在用善举拯救他人生命，用真情传递人间大爱，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她向耿先生

及众多捐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鼓励河南省红十字会再接再厉，持续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将造血干细胞捐献这个公益品牌做大做强，为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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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人道博爱心 千里之外爱相“髓”
青海分库·滕进

“我们素昧谋面，上天却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接受到你最无私的援助，你的心像天上的

星星明亮洁净，你的善良和无私感动了我和周围的朋友们。孩子，因为你的帮助，我的家庭将重获

生命，这个世界因为有那么多像你一样的人，还有医生和更多热心善良的朋友而更加美好。是你们

的努力，带给人们健康和希望，有了大家的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度过难关，坚强生活！”

7月30日，青海一位撒拉族阳光男孩阿龙为北京一位70后的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青海分

库第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患者家属写了这封感谢信，由志愿者转交。阿龙读着信不禁潸然泪

下，他说他是幸运的，也感觉很幸福。

1992年出生的阿龙，是土生土长的青海撒拉族青年。在大学时接触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

知识，了解到全国每年都会新增几十万白血病患者，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他说：“白

血病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那一张张被病魔折磨着的孩子的脸，我常常反问自己：为什

广西分库开展2015年造血干细胞
捐献培训和宣传活动

广西分库

为树立中华骨髓库良好形象，扩大社会知晓率，广西分库定于7月份开始,在全区十四个市或县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培训宣传和采样等公益活动。这次活动的目的是增强各级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识的了解、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扩大库容量、使更多人了

解并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

7月23日，活动在龙城柳州拉开序幕。会上，广西分库主任刘丹莉对广西造血干细胞采集和捐献

总体情况做了汇报，柳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丁慧明做开班典礼讲话。

为使全区2015年志愿者招募及采样工作顺利进行，南宁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所长申卫东、广西血

液中心护师崔馨元在培训班上详细介绍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保存、邮寄和录入等具体技术要求，

同时强调了血样采集的完整性、志愿者个人信息的吻合性和血样保存有效性。会上还请有关专家对志

愿者关爱、捐献陪护以及新闻采写方面给大家做了培训，多角度提高宣传和服务水平。

在今后三个月时间里，广西分库会陆续在十三个市（县）开展造血干细胞培训宣传和采样公益活

动，提高各市工作、服务、宣传能力，提高入库质量，降低流失率，让全区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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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各地英雄齐聚省会捐髓
河北分库·宋丽娟

7月21日-23日，河北

分库连续4名志愿者完成了

捐献。

来 自 唐 山 的 祁 先 生

2006年加入中华骨髓库，

从入库到捐献将近十年，

时 间 虽 久 ， 初 衷 未 改 。

2014年12月1日接到配型

成功电话。“对于需要救

助的患者来说，造血干细

胞移植非常重要，但对我

来说，捐献则是一件很普

通也力所能及的事，我愿意捐献。”为让家人放心，他从网上搜集了大量捐髓资料，给家人做思想工

作，直到家人都同意。

在同一天捐献的曲先生，曾多次无偿献血，2009年在深圳工作期间献血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今

么小小年纪却要承受如此大的病痛？为什么生命还未绽放就要凋谢？为什么还没好好看看世界就要告

别？一想到这，我就想要做点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加入中华骨髓库，为挽救一条生命、挽回一个家庭

带去一丝希望！”

2015年3月的一天，当工作人员将配型成功的消息告诉了阿龙，并再次征求他的捐献意愿时，电

话中的他毫不犹豫答应了。他在QQ空间中写到：“这样的机会也许我这一生都不会再遇到，也不是每

一个人都能遇到，当我得知茫茫人海中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和我如此有缘，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虽

然我并不知道他（她）的姓名，当终于能为那位不知名的患者做点什么了，也离我践行‘人道 博爱 奉

献’的红十字誓言越来越近了。”

捐献时阿龙说：“今天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想想这不但是在救他的命，更是在挽救一个家

庭，想想他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不去做这件事情，既然老天这么善待我，把这么好的机会送给我，

我肯定不能让它溜走啊！”这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90后大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无

疆”的意义，也为西宁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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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远方的感谢信
天津分库

赤日炎炎的盛夏，满目葱郁，这是充满蓬勃生命力的季节。

7月23日，天津分库收到一封来自远方的感谢信。执笔人语气平实亲热，就像是对自己的亲友拉着家

常，诉说最近的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激之情。信的末尾处，还有一段笔迹稚气的手写文字。

事情要从2010年说起，天津医科大学学生小马在市红十字会组织的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中，报名成为

一名志愿捐献者，仅仅两个月后，她就与一名6岁的河北小患者配型成功。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小马于

2011年4月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4年来，他们彼此不知道姓名，却因为这份特殊的“血缘”牵绊，彼此惦记，彼此挂念。孩子的母亲把

这封不知该寄给谁的感谢信寄往中华骨髓库，后中华骨髓库转寄到天津分库。

7月29日，天津分库全体工作人员到小马家中进行回访，并为她带去了这份特殊的“礼物”。当接过

这封署名为“受捐的孩子及家人”的感谢信时，这个沉稳的女孩眼眶微红。读着信，小马激动地说：“这

么可爱的孩子，听到他康复的消息，我觉得很幸福。”

患者的康复，对于成功捐献者来说是极大的幸福，对于分库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动

力，督促我们不遗余力地把工作做好，挽救更多的患者。这一封信不仅是对小马的爱心善举喝彩，更是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无私奉献的人们喝彩。

年5月7日，已回到保定的他接到了配型成功电话。由于从事个体运输，捐献期间还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但

曲先生说：“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影响捐献。与救人相比，其他的事都是小事，我希望能尽自己所能为对方

多做点事。”

23日捐献的李先生和张医生分别来自在邯郸和廊坊，张医生工作中一直在关注着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

技术和知识。今年1月14日，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张医生对救人命的事非常积极主动，他说：“配

型成功了，就一定要捐。”为了不耽误工作，同时也能给对方节省费用，当时在北京一家进修的他，就选择在

进修医院进行了高分辨检测和健康体检。李先生在也是同期收到配型成功消息的，“我当时对捐献过程并不了

解，但想到有患者正等待着生命救援，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李先生说，当他回家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

家人虽很担心他的身体，但还是痛快地支持他。

四位英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的大爱，他们还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捐髓救人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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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

远方的恩人：

你好！

    提起笔来百感交集，真不知从哪里谈起。感谢！感谢！真的是深深地感谢！

  算算这手术也有四个多年头了！孩子手术用恩人的“细胞血”拯救孩子的生命已4年多！

孩子的身体恢复地非常好！现在11岁已经该上小学四年级！体重120斤、身高1米55。生了一场病

多少对孩子的身体有点影响，成绩一般般，这学期语文80分、数学84分、英语73分，属于班里中

下等水平。因为生病耽误两年上学，上学第一年全年只上半天学；第二年把知识学完后就在家复

习，考试时再去；第三年算不错，正常止课基本上没有请假，但是在考试前后发烧，输完液就去

考试，虽然成绩不太好，但是孩子很用功。毕竟这么大的“免疫”重建手术，孩子能挺过来，并

这么成功！恢复的这么好！对我而言已太知足了。

这四年多时间我们一家真是时刻都在挂念着远方的恩人及恩人的家人，不知道你们都好吗？

生活的如何？你的学业如何？家人的身体如何？

其实孩子手术成功后，我们在北京共待了9个月，后我们就回到了家乡，虽然恢复的不错，但

头三年孩子的免疫稍差，隔三差五的被感染、发烧……今年真是不错，没再怎么去医院，我也终

于可以稍喘口气，能踏实的工作、生活。

在北京手术时我们就知道你是位在校大学生。因为我们孩子当时医院判病危，连续三天血小

板为“0”，之前我们有位供者反悔，当时我已经很绝望，感觉孩子已没希望，想即使再找到匹配

的配型，不也可以随时反悔吗？难道只能看着只有6岁的孩子那惨白的脸、无助的眼神无声的躺在

病榻上等着慢慢死去吗？就在这时，我们的主治大夫给我们说又找到匹配合适的供者，是名大学

生，顺利手术应该没问题，那时我才又对孩子重生燃起了希望！

真不知道拿什么来感谢和回抱恩人及你的家人？是你的高尚品质、无私奉献，家人的支持拯

救了孩子的生命！

对了，我们家两年前又迎来了一位小姑娘，孩子又有位小妹妹，现在两岁半，我和他爸爸都

能正常工作，现在供两孩子吃、喝、上学都是没问题的，再也不用别人接济了！有机会我也经常

让孩子帮助别人和参加公益活动！孩子真是心地善良型的好孩子，经常可怜小猫、小狗这些小动

物；看电视也常常被感动掉泪；看到有乞讨的人总是慷概解囊，并要求我去帮助他们或让他们到

我们家；记得有一次，我带他一块去当地的福利院，从他进了福利院的门，眼泪就没有停止过，

回来后问我：“妈妈，他们那么可怜，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他们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吗？”

就低下头默不作声了，好像在思索什么。其实他知道是因为这些小朋友都身有重病或残疾被父

母抛弃的。我就对孩子说：“你是生过病，但是你勇敢战胜了病魔，现在是个身心健康的好孩

子，妈妈、爸爸更爱你、更亲你啊！现在你还有一位远方的大姐姐关心着你，看你多幸福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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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赋予了我们生命，没有母

亲，就没有我们的一切。然而，来自

吕梁市的乔女士不仅仅养育了自己的

孩子，她还给了另一个和自己素不相

识的孩子第二次生命。

2015年7月17日，乔女士在丈

夫的陪伴下带着自己三岁的儿子，在

山西医科大学为上海的一名小患者捐

献了“生命的种子”。

8 0 后 的 乔 女 士 是 一 位 全 职 妈

妈 ， 她 有 一 个 三 岁 的 可 爱 儿 子 。

2015年春节刚过，她接到山西分库

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一位患儿与自

己配型成功，乔女士很激动，在电话里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挽救这个孩子的生命。

乔女士的出现，犹如黑暗中的火把，为陷入绝望的境地的小患者全家，点燃了希望之火！在整个捐献

阶段，乔女士全力配合，捐献顺利完成。山西分库主任左彤看望并授予她“山西省红十字会荣誉会员”称

号。乔女士对左主任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我能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小女孩的妈妈以及他们全家人的

心情。捐献造血干细胞，就像是救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救了这个孩子，就是救了这个家庭。”

山西分库·毛尚洁 杨飞

特别的母爱给特别的你

吗？”我会让他在成长过程中学会爱身边的

亲人、朋友和帮助过我们的人，让他得到的

爱、关心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回报于社会！也

时常对他说他的救命恩人——远方的大姐

姐——你就是他的学习榜样啊！

此致

敬礼

                              受捐的孩子及家人

信末尾一段孩子的手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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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博士在汉完成捐献 

出生于贵州的小李今年24岁，是武汉大学一名博士新生。2013年，姚明在公益广告中说的

一句话：“没有比拯救一个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深深触动了他，在义务献血时，小李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

今年5月，小李被告知自己与美国一位患者初配成功，当即表示愿意捐献。作为在校生，为

能顺利捐髓，同时又不影响学校的课程，小李几次往返于医院和学校之间，积极配合医院的时

间安排。

7月21日，小李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湖北分库第9位涉外捐髓者。负责将“生命种

子”从武汉护送到美国的工作人员也给小李点赞，“非常感谢你，小伙子！”。

7月13日早上8点半，小吕的捐献计划出

来了，13日入院，14日注射动员剂，由于患

者病情紧急，需要马上移植。

当工作人员通知小吕时，他一下子就懵

了。他告知工作人员13号是他到新单位报到

的日子，但考虑到患者病情紧急，肯定是病情

再也不能耽搁了，小吕说：“没问题，我现在

就去收拾行李”。小吕的老家在黔东南黎平县

的一个乡镇上，毗邻湖南省边境，交通不是很

方便，他连转了几次车连续9个小时才赶到了

贵阳。但是，推迟报到新单位能不能允许，小

吕心里没了底。

在大家焦急等待小吕单位的回复意见的同时，贵州分库积极和安顺市红十字会、小吕的单位沟

通协调，单位领导非常支持小吕的做法，并以单位有这样有爱心有担当的人才而感到自豪，大家悬

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7月18日，一场生命接力正式开始，经过3个半小时， 小吕顺利完成捐献。

湖北分库·章晟

推迟报到 义无反顾为捐献
贵州分库·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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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木木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从入学第一年她就开始参加无偿献血，每年的3月5日她用实

际行动诠释“雷锋精神”从未间断。木木加入中华骨髓库已有几年时间，2014年12月她和一位年

仅10岁的患者初配型相合，经过一系列的后续工作，木木在今天等来了她“兑现”承诺的日子。

木木说：“爸妈和学校对我捐髓救人的决定都非常支持，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木

木也是该校第七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政法大学党委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献血捐髓”工作，把

它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是同学们自我教育的重要契机，更是学生弘扬社会主义价值

观、展示当代大学生精神风貌的重要途径。

7月23日，木木顺利完成捐献，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刘娜和政法大学校领导前往现场探望并

慰问。

为每一位参与“生命接力”的人喝彩
北京分库·李涛

今年30岁的美丽在北京军区总

医院进修研究生。2004年大学期间

就开始参加无偿献血，每年两次。

2010年她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等待另一种形式的“救治”。

今 年 4 月 份 ， 当 得 知 自 己 和

一位年仅两岁的小患者配型成功

后，美丽毫不犹豫地说：“我愿

意！”，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字却是

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美丽说：

“虽然我还没有孩子，但作为一名

儿科医生，平时工作中和孩子接触

的多，我能理解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重要，尤其是生病的孩子，需要我们给予更

多的耐心和关爱。

捐献当天，低调的美丽对前来探望的领导说：“给大家添麻烦了，这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儿，

却让你们惦记了。”善良、可爱的姑娘啊，你可知道你所谓的这些小事儿，对于生命来说却留下了

如夏花般灿烂、美好痕迹。

 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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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必读》成为科普社热销书
科学普及出版社·符晓静

为推动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的发展，从事无偿献血

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和捐献者招募工作20多年，捐

血270多次，相关志愿服务近九千小时的韶关市中心血

站医生李慧文等人，在撰写出版了《捐献造血干细胞须

知》一书的基础上，撰写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必

读》一书，2015年2月在出版社各发行处、全国各地新

华书店和网上书店一发行，就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迅速

成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热销书。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必读》一书是《捐献造血

干细胞须知》的姊妹篇，二者内容相辅相成，基本不相

重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必读》除了载有造血干

细胞和组织配型知识及捐献常识、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流程和方法外、还记录了十几位医务工作者、红十字

会和骨髓库工作人员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迹和照片；此

外，5岁小男孩捐献骨髓血救患白血病的9岁姐姐，5岁

女孩捐献骨髓血救患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的15岁姐姐的

故事，在感人的基础上，充分说明了适量捐献造血干细胞和骨髓血，无损健康，但可直接挽救病人

的生命。这体现了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一个项无需牺牲自己，忍受瞬间疼痛和可能出现短

暂不适，即可救人一命的义举，是可收获自豪而快乐一生的善事。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必读》一书由3万多字和20多帧图片组成，内容新颖、图文并茂、通

俗易懂，可用于给志愿捐献者宣传相关捐献知识，请抽时间认真阅读，多看、多了解、多宣传，有

利于提高人们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的认知度和参与意识，提高库容使用率，降低反悔率和流

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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