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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和工作综述
前言和工作综述
中国血友之家（中国血友病联谊会）是 2000 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
究所的关怀下由患者自发成立的血友病组织。
中国血友之家和大家共同经历了不平凡的 2007 年和 2008 年。两年间，中
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如探月卫星发射成功、北京奥运会等，也发生了很多灾
难，如春节雪灾、汶川大地震等，但在这两年中对血友病患者来说，最令人感到
欣慰的是全国各地针对血友病的医保政策的好转，最大的灾难莫过于血源凝血因
子的极度匮乏。
中国血友之家在世界血友病联盟、国外血友病基金会、中国血友病治疗中
心协作组、各相关药厂、其它民间组织、各地方血友病组织以及广大病友和家属
的大力支持下，以“为提高全国血友病病人的生活质量而努力”为宗旨，两年来
在推动各地组织建设、积极征取医保政策、敦促政府解决药品短缺、开展患者教
育、组织有益活动、救助病友、媒体宣传以及自身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
工作，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通过大家多年的工作和媒体宣传，对整个政府和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07 年到 08 年各地医保政策遍地开花，据中国血友之家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08 年 12 月，有近 90 个市县出台了针对血友病的特殊医保政策，使广大病友
受益。在这两年药品短缺的情况下，中国血友之家多次通过给中央领导写信、给
政府相关部门写公开信、发传真、电邮、以及通过正常渠道上访、通过各种新闻
媒体大量宣传等多种形式呼吁政府尽快解决缺药问题，并促成政府出台了一定政
策，同时加快了国外基因重组八因子在中国的上市，另有数家新的血制品企业开
始申请生产凝血因子。
在诺和诺德血友病基金会（NNHF）的支持下，在患者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中国血友之家两年间翻译印发的血友病相关教育书籍和杂志数量，超
过了以往印发数量的总和！在组织建设方面，制定了《中国血友之家章程》的初
稿，确定了组织基本框架。同时，推进了数家地方血友病组织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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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患者教育
1. 杂志
在 NNHF 项目的资助下，自 2005 年年初开始停刊两年的《中国血友之家》
杂志终于从 2007 年开始恢复印发。2007 至 2008 年两年共出版 6 期（第 6 期至
第 11 期），超过以前 5 年的总期数！共印发 18000 册。《中国血友之家》杂志不
仅在印发数据量上有所突破，而且装帧更精美，内容更丰富。杂志的电子版均同
期发布到中国血友之家网站上。杂志对于那些农村地区以及无法上网的病友来
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使他们找到了“家”的感觉。

2. 书籍
2007 至 2008 年，中国血友之家共组织翻译编印了一套共 5 本血友病知识系
列从书，每本印发 3000 册，共 15000 册。此套从书包括了《图解血友病》
、《疼
痛的处理》、
《血友病人的情感支持》
、
《血友病家庭手册》和《家庭治疗指南及手
册》。这些书籍从联系英文版权、翻译、专家校对，到排版、印刷、发放，都倾
注了中国血友之家工作人的的大量心血。这些书已全部发往各地血友病组织和血
友病治疗中心，尽管有些书制作得并不精美，但内容却很实用，对广大病友起到
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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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站
网站一直是中国血友之家和病友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在 NNHF 项目支持
下，中国血友之家网站自 2008 年开始得以从借用私人服务器空间，改为租用商
业虚拟服务器空间（万网），顺利完成了网站的迁移工作。网站空间由 1G 升为
5G。统一了中国血友之家网站域名，使南方电信用户和北方网通用户具有同样快
速的访问速度。修复了新闻论论后台程序，整理了数据库，多次解决了垃圾留言
的问题。同时，网站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两年来网站统计数据如下：
 首页新增 131 篇文章（包括血友新闻、血友
知识、血友人生、血友心得）
。
 网站留言 1782 条，绝大部分都给予了及时回
复。
 新增 4 位“座堂医生”，2 年为病友在线回复
问题 1757 个。
 2 年内通过网站新登记注册病人 612 人；

4. 血友病知识
血友病知识网络
知识网络讲座
网络讲座
中国血友之家 UC 网络聊天室是很好的病友交流互动平台，我们在这里不仅
组织了春节联欢活动、纪念 417 世界血友病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而且两年时间
里，共组织了四次血友病知识系列讲座，共有 320 人次收听收看了网络现场讲座。
这些网上讲座和答疑活动使很多身居偏远地区的病人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就可以
聆听北京血友病专家的讲座，并可以通过网络现场咨询。这些活动在病人中反响
很大，受到广大病友的热烈欢迎。以下是四次网上讲座和答疑活动的情况汇情表。
内容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血友病关节滑膜切除术

2007 年 9 月 23 日（周日）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

华宝来

血友病的理疗和锻炼

2007 年 11 月 3 日（周六） 北京协和医院理疗康复科

陈丽霞

自我注射—独立的开始

2007 年 12 月 31 号

北京协和医院血友病门诊

李魁星

儿童血友病的治疗

2008 年 3 月 9 号（周日）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

吴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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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活动
1. 政策倡导
政策倡导是中国血友之家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每年两会期间，中国血友之
家都会以血友病群体的名义给两会递交提案和建议。2008 年，中国血友之家经
过广泛搜集材料，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编印了《各地血友病医保政策汇编》一书，
发放给地区血友病组织负责人。该书共收录了近九十个市县对血友病的优惠政
策，并附带了详细文件原文。为当地病友组织在与政府沟通和政策倡导时，提供
了真实的佐证材料，对促进和改善当地的医保政策以及地区间政策交流都起到了
很好的帮助作用。

2. 呼吁解决药品短缺问题
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家政策影响，使得大批采血站或不达标或改
组不成功而被关闭，制药公司采浆量锐减，造成了市场血制品的空前短缺的现象。
血友病患者首争其冲的成为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各地方医保政策的好转以及病
友们及早治疗的观念普及，使得凝血因子的需求量也有所提高，一正一反的原因
加剧了凝血因子的供应紧张。
从 2006 年开始，中国血友之家已发现凝血因子市场开始委缩的苗头，早于
2006 年 2 月就将病友的联名信以中国血友病联谊会的名议，通过传真方式发给
国家卫生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7 年下半年以来，缺药问题日益严重，
中国血友之家采取了以下措施敦促政府解决问题：
（1） 给政府写信反映问题。
给政府写信反映问题 2007 年 07 了发表《就凝血因子紧张问题致政
府的公开信》，同年 9 月再发《关于紧急挽救血友病患者生命的呼吁书》。这些书
信均通过快递、传真的形式送达国务院、卫生部、药监局和发改委。
（2） 发动病友及家属写信。通过公布三部委的联系方式，发动广大病友
发动病友及家属写信
及家属写信，给政府部门很大压力，也表达了全国病友的心声。
（3） 通过媒体增加社会舆论
通过媒体增加社会舆论压力
舆论压力。中国血友之家主动联系媒体，将血友
压力
病人用药紧张的紧急情况和迫切需求，通过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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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向社会宣传，兄弟民间组织，如“益仁平”、
“儿童希望”等也积极帮忙联
系媒体，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
《京华时报》
、
《中国医药报》
、
《南都周刊》、
《健
康报》、《民主与法制》、《瞭望》，搜狐网、新浪网、人民网、腾讯网等很多媒体
对此进行了报导，对于敦促政府解决问题形成了很好的社会舆论压力。
（4） 集体上访
集体上访。在多种形式反映问题的基础上，中国血友之家代表联合
上访
北京病友于 2008 年 10 月到卫生部通过正常渠道集体上访。此外，一些地方组织，
如“天津血友病联谊会”也组织病友到北京进行了集体上访。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尽管现在血源凝血因子仍很紧张，但仍促使药监局出
台了[2007]748 号文件，从尚未生产八因子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调集冷沉淀给三
家具有生产资格的八因子生产企业，同时加快了国外基因重组八因子在中国的上
市，另有数家新的血制品企业准备开始生产凝血因子。
中国血友之家将继续密切关注，敦促政府尽早解决缺药问题。

3. 救助病友
2007 年 12 月底，中国血友之家因缺药问题向世界血友病联盟求助，为广大
病友争取到 10 万单位基因重组凝血因子，并通过各地方血友病组织，将药品发
放到十四个省，救助了近百名困难的病友。
2008 年 5 月，中国四川发生了特大地震灾害，受灾地区的病友因国内缺少
因子更是雪上加霜。中国血友之家积极联系国外组织，最终筹得 1.6 万单位的凝
血因子。由于当时四川省还没有建立病人组织，这些捐药直接寄往“重庆市血友
病康复协会”，并通过该协会发放给受灾地区的病友。尽管是杯水车薪，但对于
灾区的病友来说仍然是雪中送炭。
2008 年 4 月，河南血友病患者黄志强因鼻部息肉和咽喉部两个血管瘤出血
不止，生命垂危，急需手术，在手术费勉强凑齐的情况下又缺乏足量的凝血因子。
中国血友之家在接到河南中国血友之家的求救信之后，主动联系国家药监局和三
个主要生产厂家，最终三家药厂都为他捐赠了药品，使该病友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保全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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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摄影大赛
2008 年 8 月至 2008 年 10 月，在 NNHF 项目支持下，中国血友之家组织了以
“夏日倾情”为主题的网络摄影大赛，参赛人员限定在血友病患者或家属。本次
大赛通过网站论坛共收到 90 幅摄影作品，其中 77 幅为参赛作品，13 幅为非参
赛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涵盖了生活百态、精神风貌、自然风情等，展现了
血友病患者和家属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经过评委评选，
最终《大漠胡杨》等十幅作品托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中国血友之家向
获奖作者颁发了奖品和证书。获奖作品如下图所示：

5. 征文比赛
2007 年 11 月-2008 年 1 月，组织了关于血友病的网络有奖征文活动。通过
此次活动通过中国血友之家网上论坛的“文学殿堂”版块，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 55 篇征文。这些征文全部为病人或家属原创作品，更多的反映了血友患者的
真实生活状况，读来催人泪下，感人至深。通过这些活动使更多人关注血友病这
个弱势群体的困难，增加广大病友的凝聚力。最后经过网上公众投票和评委会认
真评选，选出《母亲的葬礼》等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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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并向作者颁发了奖品和奖牌。这些作品已在网络论坛和《中国血友之家》
杂志专刊发表。

6. 韩国夏令营
2008 年 8 月，中国血友之家经过与韩国血友病协会（KOHEM）多次沟通，最
终促成来自北京、山西、山东等地的中国 11 名小病友及其家属，参加了由韩国
血友病协会于 2008 年 8 月 15 日至 2008 年 8 月 17 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举办的“2008
KOHEM 夏令营”活动，与 460 名韩国病友共同渡过了美好的时光。由于韩方完全
免费提供在韩期间的药物治疗，使中国病友感慨万千。这是中国血友之家第一次
组织较大规模的中国病友和家属参加国外的血友病夏令营。通过这次活动，为以
后中国血友之家与国外民间组织开展更多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7. 其它活动
 2007 年 2 月与通过与意大利血友病协会的交流，在对方建议下，促成病友葛
萌 2007 年 6 月份参加了意大利夏令营。
 2008 年 7 月-2008 年 8 月暑假期间，中国血友之家与拜耳公司合作，在北京、
广州和温州三地举办了“我行我 SHOW”血友病儿童夏令营活动，有近 40 名
小朋友加参了这次夏令营活动。
 在每年 417 世界血友病日来临前夕，翻译世界血友病日主题和相关宣传材料，
统一制作中文招贴画。2007 年世界血友病日还在网站组织了征集血友病故事
结尾活动。
 2008 年 5 月，协助广州南方医院在中国血友之家网上征集血友病患者心理状
况及其与社会支持相关性调查。
 中国血友之家作为七家参与单位之一，在 2007 年至 2008 年间，与六家中国
血友病治疗中心共同完成了诺和诺德血友病基金会（NNHF）为期两年的项目。
该项目主要内容集中在为血友病患者免费抑制物筛查、医务人员教育、患者
教育、建立网络为基础的患者登记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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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建设
1. 推进各地方
推进各地方组织建设
各地方组织建设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间，诺和诺德血友病基金会中国项目支持在各地举行患
者教育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中国血友之家积极参与，向血友病治疗中心推荐并
共同确定了有病人组织基础的城市进行免费检测和知识普及，同时利用这一机会
扶植各地的病人组织的成立与发展。在河南郑州、河北石家庄、东北辽宁沈阳、
湖北武汉、陕西西安、新疆乌鲁木齐等地进行的患者教育活动中，中国血友之家
派负责人亲临现场，使这些地区的病友组织相继得以成立。此外，中国血友之家
与治疗中心一起，推动了山西省、湖北省和温州市病人组织的活动开展。

2. 中国血友之家自身建设
中国血友之家自身建设
2007 年 12 月，在 WFH 的支持下，中国血友之家第一次召开全体执委会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血友之家的组织建设和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起草了《中
国血友之家章程（草案）》等基础文件，初步制定了今后工作计划，增补王立新
为执委会委员，会议还就 WFH 药品分配、青年领导者的选拔、因子紧张等热点问
题进行了讨论。
2007 年，中国血友之家黄子楷获第四届广州市杰出残疾员工称号，储玉光
当选人民网“2007 十大本色人物”称号

3. 与各方关系
（1） 媒体。中国血友之家一直致力于媒体宣传工作，尤其在缺药阶段与
媒体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
《中国医药报》、
《南都周刊》
、搜狐网、人民网等多家媒体
建立了联系，为以后宣传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2） 国内民间组织。通过加强与国内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了中
国内民间组织
国血友之家自身能力的同时，扩大了血友病在相关群体的影响。
在 2007 年到 2008
年间，中国血友之家与北京益仁平中心、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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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瓷娃娃关怀协会及其它罕见病组织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
（3） 企业。在缺药期间，中国血友之家多次与华兰、绿十字等企业进行
企业
沟通，使制药企业更多地了解了病人的处境和心声。2008 年 6 月，中国血友之
家代表还参加绿十字公司在北京举行的《国血友病的现在和未来》座谈会。自拜
科奇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拜耳公司加强了对中国血友病关怀事业的支持力度，开
展了一系列支持血友病治疗中心和病人组织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中国血友之
家始终站在维护病人利益的立场下，与厂家保持有原则地合作，共同促进血友病
关怀事业的发展。
（4） 医疗机构。通过
NNHF 项目的合作以及共同参与世界血友病联盟中国
医疗机构
医学会议等活动，中国血友之家与全国六家血友病治疗中心的专家形成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4. 参加会议
中国血友之家积极参加各种血友病相关会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宣
传血友病知识，提高血友病在国内外的影响。2007 年至 2008 年，主要参加以下
会议和活动：
 07.01 参加第三届血友病护理关怀研讨会
 07.05 参加北京 WFH 中国会议
 07.05 参加第二届全国血友病理疗会议
 07.05 参加第一届中国儿童血友病学术研讨会
 07.05 参加北京大学 NGO 文化节
 08.04 参加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
会
 08.05 参加 WFH 土耳其世界血友病大会
 08.06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血友病的现在和未来》座谈会
 08.09 参加 WFH 在马来西来举办的国际血液安全会议
 08.10 代表中国血友之家参加香港血友病协会教育讲座
 08.11 参加天津世界血友病联盟研讨会，并与 WFH 代表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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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药品捐赠
接受药品捐赠
日期

因子种类

单位总量

捐赠方

07.01

FVIII

5 万单位

加拿大

07.01

FIX

2.4 万单位

加拿大

07.12

FVIII

10 万单位

WFH

08.05

FVIII

1.1 万单位

加拿大

08.05

FIX

3 千单位

加拿大

08.05

血管性血友病用药

2 千单位

加拿大

08.05

FVIIa

4.8mg

加拿大

五、财务报告
06 年底结余

44680.81

+07/08 两年收入

211061.00

其中：WFH 会议支持

18272.00

NNHF 项目

192789.00

-07/08 年支出

198082.18

其中：办公

1860.00

路费

3042.00

通讯费

1200.00

印刷

720.00

邮费

1446.30

支持地方组织

2000.00

会议

14782.00

杂志项目

56010.90

书册项目

77321.58

网站网络项目

39699.40

08 年底结余

57659.63

说明：
一、两笔收入说明
1. 2007 年年底，世界血友病联盟（WFH）赞助 18272 元，指定用于中国血友之家召开执委
会。
2. 2007 年至 2008 年，诺和诺德血友病基金会（NNHF）中国项目，指定支持开展杂志、书
籍和网站网络建设等活动。
二、支出说明
1. 支持地方组织 2000 元，指 2007 年用于支持东北血友病联谊会成立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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