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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娟

2657297人入库，8680例捐献，
其中涉外捐献 344例，覆盖 28个国
家和地区……

7 月 31 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以下简称“中华骨髓
库”）管理中心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十
大”以来，中华骨髓库库容以每年约
15万人份的速度在增加；捐献例数
逐年递增，仅 2019年 1月至 7月，就
实现捐献 766例，超过 2014年全年
捐献总数。

这些飞快变化的数字背后，饱
含着广大志愿者的无私大爱和默默
付出，更凝聚了中华骨髓库和各省
级管理中心及专兼职工作者的不懈
努力。五年来，他们始终以问题为
导向，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以供者
为本，为患者服务”，脚踏实地做好
各项业务工作。

如今，一片广阔森林正向阳而
生、茁壮成长。

有效营造“蝴蝶效应”

2016年春节刚过，河南省红十
字会就迎来一波爱心大爆发：2 月
29日至3月3日，短短4天，7名志愿
者集中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当时24岁的毋成成是7人里年
纪最小的，他能“入库”，得益于公司
同事任抗战的宣传，“如果没有第一
位捐献者的宣传动员，我也不知道
捐献造血干细胞有这么重要的意
义。”

任抗战是河南省多氟多公司首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16
年，多氟多公司以任抗战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故事为主题，投资拍摄了
公益微电影《谢谢你》，宣传捐献造
血干细胞知识和先进人物事迹，获
得全国微电影大赛最佳纪录片奖。

在任抗战引领下，多氟多公司
已有 671人加入中华骨髓库，“2016
年至 2017年间，多氟多公司 6名员
工陆续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体检
合格率 100%，捐献率 100%，这在焦
作是仅有的，在河南也属罕见。”焦
作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说。

榜样的力量需要被更多人看
见。入库志愿者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的山东，坚持走一条“媒体宣传——
捐献者现身说法——媒体再宣传”
的良性循环之路，捐献数量快速增
长，月捐 15 例、周捐 7 例、日捐 5 例
的故事不断出现，年捐献数量保持
在 80例以上。2019年 4月，山东省
分库实现捐献17例，创下目前单省
单月最高捐献记录。

浙江省红十字会则独辟蹊径，
以喜闻乐见的群众性体育运动为载
体，2018 年 4 月和 11 月，分别在宁
波镇海九龙湖、杭州国际马拉松赛
上，组织捐献者集体参与公益宣传，
并在杭马赛式上招募 200 名“生命
关爱使者”参与活动，共同传递造血
干细胞健康捐献理念。2018年3月
20 日，浙江省实现第 400 例捐献。
从 300例到 400例，用时仅 1年 7个
月，每实现百例捐献时间段再次刷
新。

在安徽，省红十字会策划了“媒
体人与志愿者”相约活动。邀请省
内知名媒体人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现
场，为捐献者加油鼓劲，向大众普及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学知识。

淮南市红十字会将获得习近平
主席点赞的志愿者张宝打造成一张

“城市名片”，两次联合市有关部门
向全市发出向张宝学习的倡议和系
列主题活动，在全市持续掀起向张
宝学习的热潮，并及时引导成立了
张宝志愿服务队，带动更多人“学张
宝”“做好人”。

在青海，深山里的小学教师扎
西东智成功实现捐献后，当地的乡
亲们把他看作英雄。他将自己捐献
的过程讲给学生听，也将一颗爱心
种子深深种在了孩子心中。

任抗战、张宝、扎西这样的引领
者并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如一只
只振翅的蝴蝶，影响着数以百万计
志愿者，并带动整个社会朝认同、支
持这份事业的方向前进。

暖心呼唤“志愿者‘回家’”

“您好！这里是中华骨髓库安
徽合肥分库，请问您是王梦蝶吗？”
安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保留”项目工作室，不
时传出类似电话回访声。

接到电话时，王梦蝶即将去国
外长期工作，但她说：“即使我在国
外，只要有需要也会立马回国。我
的号码不会变，父母号码也不会
变。”

“造血干细胞捐献面临的困难
主要有两点：一是公众对造血干细
胞捐献知识还不太了解，存在悔捐
现象；二是由于联系方式变更等原
因，导致配型成功后联系不到志愿
者。”山东分库负责人赵娜介绍。

“十三五”期间，为加强入库志
愿者的日常联系，提高库容有效性，
中央财政支持中华骨髓库开展“志
愿者保留”项目，从 2016 年起每年
提供 600 万元，5 年共 3000 万元经
费，用于志愿捐献者个人信息更新。

（下转三版）

培育生命的“森林”
——中国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掠影

本报讯 （宗红）近日，四川、
湖北、陕西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
害，中国红十字会迅速调拨价值
228万余元的救灾物资，支持当地
红十字会开展灾害救助工作。

8 月 6 日，总会根据四川洪涝
灾区需求，启动四级应急响应，从
中国红十字会成都备灾救灾中心
调拨赈济家庭包 2500 个，物资价
值77万元。

8 月 7 日，总会根据湖北洪涝

灾区需求，启动四级应急响应，从
中国红十字会湖北备灾救灾中心
调拨夹克衫2000件、棉被2000床、
赈济家庭包1500个、单帐篷50顶，
物资价值共计72.75万元。

8月7日，总会根据陕西灾区需
求，启动四级应急响应，从中国红十
字会西安备灾救灾中心调拨棉被
3000床、夹克衫2000件，从宁夏红
十字会备灾中心调拨赈济家庭包
2000个，物资价值78.43万元。

总会驰援四川湖北陕西洪涝灾区

本报讯 （沪红）为进一步做
好红十字理论研究，推动新时代中
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7 月 23
日，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会召开
2019年学术年会暨会员大会。上
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张浩亮，副会长李江英，苏州大
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池子华等出席活动。上海市红十
字会副会长、研究会会长程国樑主
持会议。

会上，张浩亮肯定了研究会近
年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他指
出，做好红十字理论研究工作要突
出“三个着力”。一是不忘初心，着
力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理论。必
须始终把红十字理论研究放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
全局中进行思考和把握，研究好中
国特色红十字文化、人道工作、红
十字组织建设，及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共同体过程中的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二是立足实际，着力推
动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要进一
步聚焦“中国特色”“上海特点”，做
到紧贴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大现
实问题，紧贴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紧贴红十字组织自

身建设和发展的瓶颈短板问题。
三是促进发展，着力实现共建、共
研、共享。要积极与科研院校专家
学者、即将建成的苏州大学红十字
国际学院、长三角地区红十字会等
加强合作交流，搭建合作平台，推
动研究成果的“落地”，为推动红十
字运动发展和事业决策提供更多
有价值的参考。

研究会秘书处秘书长刘贵朝
作研究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池
子华教授作为特聘研究员代表在
会上致辞；《“院区—社区—校区”
联动在应急救护培训中的应用与
研究》等4个课题组进行了交流发
言。

据了解，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
会成立于 2015 年 12月，是全国首
家由红十字会设立的以红十字运
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内设机构。
目前，研究会共有会员62人，平均
年龄 44 岁，其中半数以上具有硕
士及以上学位。成立以来，研究会
以“开展理论研究、搭建交流平台、
架通传播桥梁、发挥智库作用”为
目的，着眼上海红十字事业发展的

“历史厚度、国际高度、群众广度”，
积极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会召开2019学术年会

本报讯 （红基）7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国红十字会援建湖南省
宁乡县刘少奇故居、邵阳市崀山景
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正式签约。
这标志着湖南省完成所有5A级景
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立项。

据了解，湖南省共有8家5A旅
游景区，目前已建成张家界武陵源-
天门山、岳阳市岳阳楼、长沙市岳麓
山、郴州市东江湖、衡阳市南岳衡山
等景区红十字救护站5家。本次立
项援建3家，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援建2家，

湖南省红十字会自筹自建1家。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是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倡导下，由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全国红十字系
统实施的公共场所应急救护项目。
在各级红十字会、旅游部门以及捐
赠企业、志愿者共同努力下，2011
年以来，全国共建成旅游景区红十
字救护站 184 所，服务游客超过
8000 万人次，为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传
播红十字文化、发展红十字志愿服
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南实现5A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全覆盖

本报讯 （渝红）7月 31 日，重
庆市红十字会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
会，班子成员就牵头调研课题进
行交流。市委巡回指导九组成员
胡晓霞到会指导。

此次调研重点聚焦治理结构、
管理体制、组织建设、队伍素质、人
道救助、机关党建、协调员队伍建
设、优化救助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形成“深化红十字改革”“加强
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协调
员队伍建设”“红十字人道救助工
作”“监事会设置”“机关党建”“募
捐筹资与救助服务”等调研报告。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李如元强调，要认真结合查
找、检视的问题和征求到的意见建
议，切实加强整改，明确责任和时
限，推动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涂文涛 刘雨彤）8月
1 日上午，湖北省红十字会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会。省委第十四巡
回指导组组长汪梦军、副组长黄
喜旺及有关组员到会指导。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宋悦明，党组成员、副会长张
钦，党组成员、秘书长李荣分别围

绕“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打
造具有公信力的专业化人道公益
服务平台”“重质量强实效，提质增
效推动造血干细胞事业发展”等，
交流调研成果，提出整改措施。

宋悦明强调，要把“改”字贯
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扎扎实实
把问题解决掉、解决好，确保整改
工作的扎实推进。

砥砺奋进的五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重庆红会召开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湖北红会召开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8月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四叶草”
志愿服务队，将价值10万余元的
第二批救灾物资运抵阿城区平
山镇洪涝灾区。

据悉，该批救灾物资由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紧急调拨，包括
1000 床棉被和 500 件衣物。目
前，哈尔滨市红十字会已向平山
灾区拨付价值101.96万元的救灾
款物。 （刘洋）

救灾棉被运抵平山

■ 记者 吕进福

2019年，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已有18年历史，但对部分社会
民众来说，捐献造血干细胞仍属陌
生事物，望而却步。

为消除种种认识误区，更好地
宣传、推广这项造福社会的工作，山
东省红会探索走出了一条多主体、
多方式、多样化的立体传播之路。

抓住媒体传播这个主渠道

当今时代，新闻媒体传播依然
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山东省红会
立足当前实际，探索实践了一条“媒
体宣传—捐献者现身说法—媒体再
宣传”的循环传播之路，取得了显著
效果。

每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省红
十字会都会邀请各级主流媒体前来
采访报道，形成“密集围观”态势；捐
献过程及完成后，再通过捐献者“现
身说法”，形成“二次传播”，在更多
平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传播“我
捐献、我快乐、我健康”的理念。

每实现 100 例捐献，集中举行

大型主题宣传活动，与当地主流媒
体、融媒体以及影响力较大的自媒
体联合举办文艺演出、联谊会、表彰
会等活动，开展更大规模的多样化
宣传。

2016 年 11 月 8 日，捐献突破
500例时，省红会联合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省总工会、省教育厅等共
同举行“博爱齐鲁、让爱永续”主题
宣传活动。2018 年 2 月 5 日，省红
十字会举行“博爱齐鲁，迎爱回家”
大型主题宣传活动。2019年1月23
日，副省长孙继业前往千佛山医院
探望第 7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冯
美。

“ 我 们 马 上 就 要 突 破 800 例
了，”山东分库负责人赵娜说，“今年
我们将举行一个更大的宣传活动。”

为鼓励、调动各市红会的宣传
积极性，形成“人人传播，全员传播”
局面，省红会还将推广志愿服务、开
展宣传活动、参与总库活动和媒体
投稿数量等列进年度考核项目。

济南、青岛、淄博等市红十字会
通过举行“我与红十字的故事”演讲
比赛、主题采访和召开捐献志愿者

座谈会、媒体恳谈会等形式，让捐献
志愿者讲述捐献前后的故事和感
受，使“捐献无害”“仁者爱人”思想
得到广泛传播。

邀请专家释疑解惑，则被证明
是最有效的普及性、知识性传播。
在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600例宣传
推广活动中,他们请出省立医院血
液科主任王欣“站台”，给出“权威说
法”：“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看，
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对捐献者身体
健康造成影响，而且已经从治疗血
液病的实践得到了检验。”专家一席
话，顿使怀疑者释然、犹豫者坚定，
许多记者和群众当场报名成为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

良好业绩、有效宣传使山东的造
干工作“名声在外”。2018年5月，人
民网记者专访山东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徐士玉、李峰、韩菲3位捐献者
讲述了他们的感人故事，又对省红十
字会常务副会长李全太进行专访，整
个报道活动，既有生动故事、鲜活案
例，又有捐献知识、工作方法，相关内
容在人民网社会频道头条推出，点击
者众多，社会反响强烈。

让捐献者“现身说法”

2017年 3月 15日，“老兵”武玉
明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捐献造血干
细胞，挽救了一名34岁的白血病患
者。3月 10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向他征询意见时，武玉明在地铁施
工工地当场签下了救命“承诺书”，5
天后便踏上了前往济南的高铁。

“干着活儿就签了，不再想想
了？”周围人觉得他有点性急。

武玉明却坚定地说，之前在网
上看了很多报道，知道捐献造血干
细胞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知道得
越多越不怕”，是武玉明敢于当场签
字的底气，也是山东红会坚持不懈
做好普及性传播的成果。

新婚 20 天就毅然捐献的全省
第一例捐献者吕陟，捐献后结婚生
子的临沭县人民医院护士高雪伟，
淄博市唯一两次捐献的农民志愿者
翟志文，临危受命、紧急替补的山东
特工集团职工丁旭，最快捐献速度
创造者（5天）、长岛县公务员孙宇，
都有多次现身说法的经历，感动、带
动了更多人行动起来。（下转二版）

精准传播：形式多样，注重效果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山东速度”（三）

本报讯（记者 王晓肖）8月8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举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场
专题辅导讲座。中国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参加
讲座。党组成员、副会长、直属机
关党委书记王海京主持讲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副
主任赵保国以“警钟长鸣 保持为
民清廉的政治本色”为题，就如何
理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和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以
及党员干部如何汲取典型案例的
教训，在实践中坚守初心使命、做

到忠诚干净担当等，谈了自己的
认识和体会。

讲座结束后，王海京表示，此
次讲座内容全面深刻，腐败案例
触目惊心，令人心情沉重。希望
大家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时刻把
党规党纪挺在前面，经常反思自
己的工作生活中是否有违反党章
党规的地方，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始终保持为民清廉的政治本色，
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
党员。

总会机关和直属单位处级以
上党员，各党支部委员参加讲座。

警钟长鸣 保持为民清廉的政治本色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举办警示教育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