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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一场生命接力

岳阳 95 后女子捐献造血干细胞，��������������������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朱泓江 通讯员 蒋慧

文 / 吴陈幸子

4 月 23 日，尹先生给身
患胰腺癌晚期的妻子谢茜办
了出院手续。医生叮嘱谢茜
好生休养，后续已无治疗计
划。

两 人 都 是 湖 南 邵 阳 人，
在广州打工。谢茜被诊断出
该病后，尹先生将 2 岁多的
孩子托给在老家的父母，自
己全身心照顾她。谢茜的父
母——准确来说是养父母，
因年事已高，不便赶来广州。

在与病魔抗争的这一年
多里，谢茜想同生父母见面
的 渴 望 愈 加 强 烈。1993 年
谢茜出生后，因种种原因，
被养父母收养。长大后，她
也得知了自己身世，偶然会
了解到生母的零碎消息。但
这些信息不足以让她找到父
母。

现在，谢茜渴盼能见亲
生父母一面。

邵阳�癌女子急寻亲�父母：我渴望见他们一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她愈加渴望见到生父母

有较长一段时间，谢茜一直

感觉腹部不适、没有食欲。2021

年 1月，她去到广州一家医院检

查，被诊断出胰腺癌晚期。这对

她和丈夫尹先生犹如晴天霹雳。

自此之后就是持续的化疗。

两人刚认识没多久时，谢茜就告

诉过尹先生自己的身世。而今，

养父母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两

人于是商量，将2 岁多的宝宝先

托给尹先生父母，谢茜住院治疗，

尹先生白天上班，晚上一有空就

去医院照顾她。

今年 4月初，尹先生辞去工

作，开始全程陪护。医生前几天

通知他们出院，说后续已无治疗

安排。

“她一直希望能见到生父母，

可能一个人在医院的时候，这种

渴望变得更强了吧。”尹先生说道。

乍一下回忆两个人最近的快

乐时刻，尹先生还真没想起来。

不过他记得妻子会出现笑容的时

候——老家打来电话，话筒里传

来宝宝的声音。

关于生母信息不多，
疑似洞口县水东镇人

关于生父母的信息寥寥无

几。据谢茜自述，她生于1993

年夏天，因种种原因没有和亲生

父母在一起，被如今的养父母带

回家�养。�养。养。

养父母家住��������

口县�������原��������原�

���歇凉街�），在他们

的照顾下，谢茜平安长大。

只是成长期间，谢茜偶尔

会捕捉到关于生父母的信

息：

她曾听说 1993 年的时

候生父母在�口做生意；

她曾听说在自己读书

的时候，生母来�里找过

自己；

她曾听说生母是�口

县水东�人。

对于亲生父母，谢茜

所知道的信息，就仅限于

此了。

寻亲时曾想隐瞒自己的病情
因掌握的信息较少，寻亲

难度很大。由于当时的各方面

条件，养父母处也没有更多的

信息。但谢茜还是决定试一下，

不找是永远找不到的。

今年 2 月，谢茜去公安局录

入了 DNA，到目前暂时还没有

结果。

前段时间，谢茜和尹先生

联系上了“宝贝回家”志愿者，

自己也积极在短视频平台上发

布寻亲信息。起初谢茜是想将

自己生病的信息隐瞒起来的，

但没能拗过闺蜜。病情显然是

寻亲的重要急因。不过即使是

发给志愿者的自述，谢茜也只

是称：“本人因身体原因，急需

找到亲生父母。”

4 月 25 日，谢茜和尹先

生已经回到自己的出租房。

目前，谢茜的生活起居仍能

自己料理，只是有尹先生在

旁会更加方便，也能带给她

一份陪伴。若要活动身体，

她只能在房子里小走一会，

出门还是需要用上轮椅。而

在经济上，尹先生表示暂时

还不太担忧。

“她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找

到亲生父母，和他们见一面。

但要实在找不到，也是没有

办法的事情吧。”尹先生说道。

2018 年的夏天，大学刚毕

业的黄文琴独自从�西新余老

家来到湖南，通过湖南省国家

税务局系统国考成为了临湘�

税务局的一员。从办税服务厅

到社保股，再到党建工作股，

工作内容在不断变化，但永恒

不变的则是她那份敬业与奉献。

纳税人眼中的她业务熟练、贴

心周到；同事眼中的她热心助

人、开朗�光；领导眼中的她

勤奋好学、踏实认真。但单位

同事们不知道的是，这�看上

去文弱瘦小、体重只有 45 公斤

的小姑娘，还多次献过血。

从 2014 年起，大学时黄文

琴便参加了无偿献血，并义无反

顾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从此成

为了一�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8 年来，她一共献血 7 次，

在�西和湖南各地的献血量已

达到 2600ml，相当于一个 60 公

斤重的成年人 62% 的血量。黄

文琴微信小程序里的献血记录不

断更新，收藏的献血证也不断

更换。

自从在中华骨髓库留样登记

以后，黄文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

等待，随时准备为他人捐献自己

的造血干细胞。

“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想真

的有一天用自己的血液救助他

人，首先自己要保持一个健康

的身体。”带�对捐献的期待和身体。”带�对捐献的期待和对捐献的期待和捐献的期待和

责任，黄文琴从大学就一直保

持��光向上的生活态度，科

学饮食、坚持体育锻炼，热爱

登山、徒步等各类户外活动。

她曾经参加过 6 次半程马拉松

比赛，总公里数达 300 公里，

曾在“临湘�第八届大众体育

运动会”长跑个人比赛中获得

青年女子组第一�的好成绩。

“有了强健的体魄，就能让自己

时刻保持在最佳状态，确保捐

献的造血干细胞更有利于移植

成功。”黄文琴说。

“茫茫人海中，虽然我们素

未谋面，这奇妙的缘分把我们连

接在一起，在绝望和黑暗中，如

果我能给他人送去生命的点点

微光，那我一定会去！我相信爱

和希望的涓涓细流能汇聚成战胜

病魔的巨大能量。”黄文琴深情

而坚定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居然可以

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应该

是我的幸运”。

但由于独自一人在外地打拼，

害怕在福建的父母担心，黄文琴

没有将捐献一事告诉父母。黄文

琴目前正在休息恢复中，她说等

恢复了，她还要去进行 2022 年

的献血。

希望的容量：2600ml 

今年 3月7日，籍贯为�西

新余的黄文琴接到了来自�西省

红十字会的电话。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黄文琴，经过高分辨率检

查，她的造血干细胞与一�湘

雅附三医院的白血病患者高度匹

配，问她是否仍有意向为该患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

“有意向！”黄文琴一口就答

应了下来，并积极与岳��红十

字会取得联系。

从 2014 年第一次献血后，

黄文琴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在

8 年之后终于接到捐献通知，黄

文琴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她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满满当当都是可以帮助他人、拯

救生命的激动和惊喜。

一开始，黄文琴没有向单位

任何人透露她要捐献造血干细胞

这件事。经过一系列的采集血样、

深入体检后，她终于收到了捐献

通知。由于捐献前期必须住院接

受皮下注射动员剂，她只好放下

手头上的工作，向单位领导请假。

4 月 25 日，国家税务总局临湘市税务局党建工作股科员黄文琴在岳阳市中心医院造
血干细胞采集室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帮助长沙一名 54 岁身患白血病的妇女重获生的希
望。

八年之约，在春天奔赴

“局长，我想请假……20 天。”

黄文琴的分管领导陶忠面前，这面前，这，这这

个留�齐肩短发，笑容甜美的

27岁女孩正在因为一场特殊的

赴约而请假。她站得笔直，但心

里想�别的事，说话的语气中显

出些许不安。

陶忠看�黄文琴递上来请假

条，眉头微皱：“这么久？请假干

嘛去呀？”

“有点小事情……”黄文琴

一边回答�，一边腼腆地递上她

要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资料。

了解到具体情况后，陶忠果断地

在请假条上批了字，并关心嘱咐

道：“好孩子，这段时间你一定

要好好保重好身体，有什么需要

帮助的尽管提，临湘税务大家庭

是你坚强的后盾，任何时候一定

全力支持你！”

在各方关怀下，黄文琴奔赴

这场春天的生命救赎之约。

躺在病床上的黄文琴。

渴望见到亲生父母的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