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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 >> 善行 >>

尹提芳向记者感叹，自己是

非常幸运的，因为她很快配型成

功并得到移植。可是在她曾经的

病房里，还有很多病友在等待救

治，他们有的化疗两年多了，还

在苦苦地等待和期盼。

对于患者的绝望和无助，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外科医生莫淼

深有体会，因此他毫不犹豫地

成为了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志愿者。“很多人还在怀疑捐献

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有没有危害，

那么请看看现在的我，我很好，

请大家放心。”莫淼诚恳的发言

对这次巡讲会的主题做了最好

的回答。

2012 年， 莫 淼 得 知 自 己

与山东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

功，主动说服父母，成功捐献

了 299ml 造血干细胞，成为了

15 年来，湖南已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13.5 万名，515 人成功捐献——

你生死相托，我血脉相连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莫雪霈

“三年前，我还不知道我的生命会是怎样，但是感恩有你，捐献者，是你让我的人生可以重来，
让我还可以拥抱我的女儿，让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截止 9 月 28 日，由长
沙市红十字会主办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你还好吗？”巡讲宣传活动在两周内走遍了长沙九个区
县（市），在每一个巡讲现场，曾罹患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尹提芳的故事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南省分库正式启动的第 15 年，目前已招募志
愿者 135425 名，有 515 名志愿者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20 年来，长沙共有 200 多万人次

参与无偿献血——

长沙血液中心启动纪念周活动：
致敬无偿献血英雄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董恩 左彩云）53 岁的宁乡市

夏铎铺镇天马新村农民刘海沙是长

沙无偿献血最多的人，献血量超过

8.7 万毫升，相当于 21 名成年人 血

量的总和；费必武、姚志平是长沙

献血最多的夫妻，携手献血 20 年，

两人献血次数达 232 次，总献血量

为 11.8 万毫升……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 血法》颁布实施 20 周

年，也是长沙血液中心（原长沙市中

心血库）成立 60 周年。20 年来，长

沙共有 200 多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连续 5 次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市”。10 月 10 日，长沙血液中心启动

“与法同行二十载，为爱坚守六十年”

纪念周活动，向无偿献血英雄致敬。

 据了解，纪念周活动包括“我

的热血青春”演讲比赛、全国血站

信息化培训班和文艺汇演等。

国庆长假，
志愿者关爱交通事故受害者家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
喜 通讯员 刘露） “谢谢！谢谢！”

10 月 4 日，长沙县爱的摆渡人义工

发 展中心 携 手湘郡未来实验 学 校

1605 班开展了关爱长沙县交通事故

受害者家庭行动，为之送上了节日

祝福和牛奶、书籍、食用油、大米

等慰问品。受助者之一、长沙县黄花

镇大兴村的徐阳连声道谢。

今 年 30 岁的 徐 阳，2007 年 因

搭乘摩托遭遇车祸导致瘫痪，两个

女儿尚幼。2015 年，她因免疫力低

下患上了一种免疫系统疾病皮肌炎，

必须常年吃药治疗，还得定期复查，

家中经济来源靠老公一人在外打工

维系，全家现寄居在娘家。

社工“头脑风暴”：
共话青少年个案处理技巧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面对复杂的青少年个案，前线社会

工作者到底会经历什么，该如何做？

9 月 29 日，在长沙县公益创投项目

支持下，湖南省启明星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联合长沙地区十家青少年服务

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召开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大讨论，献计献策。

活动中，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从

青少年典型案例入手，探讨了社会

服务过程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对

于青少年问题诊断中医学、心理学、

社会工作等不同专业的处理和做法

的冲突；社会工作该如何进行资源

链接；社会工作者在个案诊断、服务、

评估中面临的诸多伦理难题等。

同时，与会者提出了多机构协作，

跨专业融合，多部门参与的服务策

略，期望进一步在湖南地区搭建青

少年个案管理的良性运行机制。 

被救赎，单身母亲说“感恩有你”

“很难得我们可以有如此缘

分，加油！”巡讲会上，今年 50

岁的高中女教师尹提芳握着 3 年

前捐献者写给她的祝福卡片，心

怀感恩地分享着自己的故事。“这

是那位志愿捐献者写给我的话。

因为有他的无私奉献，我才有机

会站在这里，用自己的经历去鼓

舞更多的人。”

 “2015 年 1 月体检时，我的

白细胞水平偏低，医生建议住院

做进一步检查，因为我当时教高

三，学生不到半年就要参加高考

了，我哪能住院啊，就吃点生白

片对付着。” 尹提芳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2015 年 1 月 21

日晚，她在校利用晚自习给学生

们讲题，虽然高烧到全身无力，

依然强撑着讲台讲完。第二天入

院检查，尹提芳被确诊为白血病。

得知病情的那一刻，尹提芳

和陪护在病床旁的女儿李阳一

起陷入了沉默。“我是单身母亲，

当时女儿即将研究生毕业，美

术专业的毕业设计十分繁重，同

时她还在准备长沙市教师编制的

考试，突然我又病倒了……”尹

提芳说，即使承受着这么多压力

和负担，女儿也从没在她面前哭

过，“从我住院开始，女儿每天

很早就起床去买菜，做好两顿

饭菜后送到医院来，再去忙自己

的学业。”

选择坚强是母女俩共同的默

今年 26 岁的刘萌没有出过

国，却因 2016 年的一次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经历，与远在美国的

10 岁小女孩结下血脉之缘。

“大家都说我是湖南省第一

个跨国捐献的人，身负的意义不

同，可是我觉得我只是一名普通

的捐献者，和所有捐献者一样，

只愿能帮助到别人。”巡讲会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见到了刘萌，

她白净的脸庞还略带着红晕。

2016 年 1 月 16 日，为了第一

时间将采集的造血干细胞送出

国，刘萌一个人来到北京空军总

医院进行捐献。

捐献前要连续 5 天注射动员

剂，使人体骨髓里的造血干细

胞大量生长释放到外周血，有

一定的药物反应。刘萌回忆，“刚

开始只是弯腰时感觉腰背里像

是有心脏在噗通噗通地跳，到

后来，呼吸稍微有些不稳就跳

得厉害”。

那时，刘萌病房里还有一名

十岁的小男孩，乖巧听话却瘦弱

得让人心疼。刘萌说，每次看到

他就会想起自己要救的那个小女

孩，也只有这般大的年纪，不知

道她是不是也如此瘦小可怜。

2016 年 1 月 20 日中午 12 时，

约 4 小时的采集结束后，从刘萌

身上采集的 174 毫升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在当天下午飞往美国。刘

萌回忆 ：“当时我在想，如果这

件事成功了，那个小男孩也一定

会顺利得到救治。”

谢丽平在长沙市红十字会负

责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2 年了，

她告诉记者，志愿者队伍里有不

少像刘萌这样的女生，她们因善

良而变得坚强勇敢，让人敬佩。

“我记得我陪护过一名叫小

为救人，“90 后”女孩们选择坚强

湖南已有 515名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契，也是展现给彼此的信心。

之后，尹提芳一边做化疗

一边向中华骨髓库提交造血

干细胞配型申请，很快便接

到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的电

话，有三人与她的骨髓匹配，

但尹提芳不敢高兴，因为匹配

者很有可能因为家庭或者自

身的原因而拒绝捐献。“但是

好在对方没有这样做。”

2015 年 8 月，尹提芳需

要进入无菌层流室做清髓预

处理，回忆起那段时间，尹

提芳不由得皱紧眉头。“连续

十四五天都要做比普通强度

高 6 至 10 倍的大剂量化疗。”

尹提芳告诉记者，前一两天

还好，后来身体有些承受不

住了，开始不停地呕吐，甚

至发展到闻到水的味道都会

反胃，“当时我身上 24 小时

插着 3 根药物管，有一根是

营养剂，我几乎就靠这个维

持身体正常机能。”

经历了半个多月的准备，

尹提芳等来了台湾慈济骨髓

库捐献的造血干细胞，随之

一起 抵 达的还有 捐献 者亲

笔写的卡片。“医生将这张卡

片贴在移植仓的玻璃上，每

次我看到都会感动地落泪。”

尹提芳说，有人愿意无私帮

助自己，而自己受的痛苦又

算什么呢。

娥的捐献者，特别温柔的一

个 1994 年出生的小妹子，连

说话都轻声细语的。由于她

体质特殊，血管细小又容易

破裂，采集当天两个手腕和

手臂的动静脉都被扎过一遍

了，还是没有成功。”谢丽平

回忆，当时小娥的姐姐情绪

特别激动，不停地劝说她不

要捐了，甚至阻止采集的护

士给小娥扎针。

而小娥的举动让谢丽平

当场忍不住哭了出来。“小娥

拉着她姐姐的手说，‘如果我

不救他，他会死的。姐，不

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捐，

希望你尊重我的选择’。”在

小娥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完

成了采集。谢丽平说，“后来

小娥被针扎的每一个时刻，

我都恨不得能替她承受扎针

的痛苦。”

湖南省第 237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也是我国首位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医学博士。如

今，莫淼身体健康，他的宝

宝两岁了，他父母也都真正

放下心来。

据了解，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南省分库

自 2003 年启动以来，已招募

志愿者 135425 名，有 515 名

志愿者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

胞。其中，长沙市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资料入库 65000

人份，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

308 例。2017 年 6 月， 长 沙

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站成立后，长沙市的造

血干细胞工作取得进一步的

发 展，成功挽救 52 名血液

病患者的生命。

刘萌 ( 左 ) 和谢丽平（右）一起讲述动人故事。

扫一扫，为生命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