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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生命，留住善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采访纪实
� �“7 岁那年，我抓住一只蝉，
以为抓住了整个夏天。

17 岁那年， 我吻过她的脸，
以为可以和她到永远。

22 岁那年， 我献出鲜红血，
终为点燃生命的希望！ ”

5 月份的长沙， 空气中已然
弥漫着盛夏的味道。 作为中华骨
髓库湖南分库的第 500 位造血
干细胞（俗称：骨髓）捐献者，22
岁的张振源在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写下了这篇《在湘雅的日子》。

据了解，张振源与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渊源来自其大学同院
系的一位女生。 该大四女生在被
确定录取为研究生后不久，即被
发现患有急性白血病，从发病到
宣告抢救无效， 仅仅两周时间。
两周之后，女生的骨灰按照其生
前愿望撒在了橘子洲头。 四年同
窗的突然离开使张振源深刻体
会到了及时捐献造血干细胞对
一条生命的重要性。 后来当得知
自己与一位远方的白血病少年
配型成功，需要捐献时，他很快
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捐造血干
细胞，一定要去救一条命。

中华骨髓库的需求缺口

近几十年来，随着环境污染
等原因，我国血液病患者的人数
有所增加。 血液病是原发于造血
系统的疾病，或影响造血系统伴
发血液异常改变，以贫血、出血、
发热为特征的疾病。 现代医学对
血液病的治疗多应用激素、化疗
等方法，但副作用大，病人治愈
率低、易复发。 目前，移植造血干
细胞是治疗重症血液病、提高治
愈率的有效手段。

造血干细胞是具有自我复
制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原始细胞，
是形成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始
祖细胞。 根据采集来源的不同，
采集来的造血干细胞分为骨髓
造血干细胞、外周血干细胞以及
脐血造血干细胞。 日常生活中人
们较为熟悉的抽骨髓救命，实际
上指的是抽取骨髓造血干细胞。
不过，这种采集方法目前已不常
用，如今使用更多的是从外周血
中采集造血干细胞，即给捐献者
肌肉注射动员剂，使骨髓中的造
血干细胞大量增生并迁移到外

周血中，从捐献者手臂的肘正中
静脉采集全血，通过血细胞分离
机提取造血干细胞，同时将其他
血液成分回输到捐献者体内。 从
外周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也是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又称中华骨髓库） 目前广泛使
用的采集方法。 2018 年是中华骨
髓库成立的第 17 个年头。 据了
解，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中华骨
髓库总库容已扩展至 250.66 万
人份，累计为临床提供造血干细
胞捐献也已达到 7361 例。

大体来说，中华骨髓库从外
周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需要经
过 8 毫升血样采集、 数据入库、
检索配型、高分辨配型、体检、捐
献造血干细胞、为患者输注造血
干细胞、 捐献者随访等 8 个环
节。 其中的配型，即捐献者和患
者的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的
相合， 是决定造血干细胞移植
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般而言，捐
献者中与患者的 HLA 的相合
率，同卵（同基因）双生兄弟姐
妹为 100%，非同卵（异基因）双
生或亲生兄弟姐妹是 1/4，非血
缘关系的则一般是万分之一。
在较为罕见的 HLA 类别中，相
合几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或者
更低。 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
普遍， 在血缘关系中找到 HLA
相合的造血干细胞供者的机会
很小，因此，一旦罹患相关疾病
需要移植造血干细胞来“救命”
的时候， 在中华骨髓库的百万
库容中检索合适的非血缘关系
供者几乎成了唯一的希望。 然
而，当百万库容遇见不断增多的
对造血干细胞的需求以及万分
之一、几十万分之一甚至更低的
HLA 相合率时， 情况往往也不
容乐观， 尤其是当库容中一些
HLA 好不容易初次匹配成功的
人或者由于更换电话号码等入
库时的联系方式而“失联”、或者
由于不了解捐献的安全性拒绝
捐献的时候，这种捉襟见肘的无
力感则更为强烈。

针对上述情况，中华骨髓库
一方面全面开展志愿捐献者保
留工作，即加强与入库后志愿者
的日常联系，评估志愿者活跃度
和库容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通过
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

等机构进行公益宣讲，发布公益
广告，组织捐献者参加马拉松赛
事和健步走等活动，希望可以唤
起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公益事业中。

捐献太需要宣传

今年 32 岁的莫淼是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同时也曾是湖南省长沙市红十
字会主办的“捐献造血干细
胞———讲出你的故事”巡讲活动
的巡讲团成员。

2012 年，当时还是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临床医学专业博士
研究生的莫淼，当得知自己与一
位患者配型成功、 需要捐献时，
他毫不犹豫地捐献了 200ml 左
右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了这位素
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成
为了湖南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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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中华骨髓库已累计为临床提
供造血干细胞捐献 7361 例，且
没有一例出现安全问题，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却仍有很多人不
了解何为造血干细胞并对捐献
骨髓心生忧虑。 为何会出现这种
情况呢？ 莫淼谈道，还是对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宣传不到位。“我
那时候（2005 年）捐献的时候，我
的第一印象还是觉得是抽取骨
髓，不是外周血的采集。 就是我
一个学医的，在我填那个表（中
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自愿捐献
表）的时候，我还认为是抽取骨
髓的。 ”同时，莫淼也指出，“现在
的话， 慢慢随着宣传的增多，包
括红十字会、骨髓库做了很多的
很有效的工作，所以现在情况就
好转了，但是还是不够。 ”“去年
我参加了市红会的宣讲活动，晚
上电视上（对此）有个报道。 我有
些同事、学生都看到了，他们就

问我这个捐献到底怎么回事，还
好多人问我， 其实说明我们医
生、 医学生也不太了解这个事
情。（捐献的人少）其实根源是缺
乏了解。 ”他说。

捐献还需要理解

今年 35 岁的郭卉是武汉市
第十九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 从
2001 年年满 18 岁到 2010 年年
底，她每年坚持献血，并在 2005
年一次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
捐献者。 7 年之后，2012 年，一个
偶然的机会，郭卉点开了许久不
用的 QQ 邮箱，竟发现了一周前
的一封来自中华骨髓库的邮件，
告知她与上海的一名身患白血
病的大姐初步配型成功了。 由于
7 年间她多次搬家并更换手机号
以及其他几位初配成功的入库
志愿者拒绝捐献造血干细胞，无
奈之下，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只
能试着给郭卉入库时填写的 QQ
邮箱发送说明，希望可以为上海
的患者争取这一丝生的希望。 了
解到这种情况，郭卉当即同意捐
献。 2013 年 8 月，郭卉为患者捐
献了 436 毫升造血干细胞，并在
休息 3 周后， 默默回到学校上
课。 后来患者病情恶化，再次求
捐。 按照规定，志愿者两次捐髓
间隔时间最少要半年，否则不利
于身体恢复。 但患者情况紧急，
救人要紧，郭卉同意再次捐髓。 3
个月后，即 2013 年 11 月，郭卉又
为上海的这位白血病患者捐献
了 94 毫升的淋巴细胞。

第二次捐献距离第一次仅 3
个月，谈到这里，郭卉动情地说：

“我自己这样看， 九十九步都走
到了，差这最后一步了。 这一步
我可走，可不走。 当然九十九分
也会是一个高分， 但是万一，我
走了， 她活了……万一我没走，
她没活，我的心情肯定是很难过

的，若干年后，我回头看，我绝对
会有遗憾、会有内疚。 我做不到
（不捐）。 ”

谈到捐献过程中最大的困
难，郭卉表示，当时校长的反对
和周围一些人的非议让她很是
痛苦。“你就是想当英雄了……
你是不是想出名都想疯了，拿命
去拼。 后来还有人就问我说，你
拿了多少钱，别人家里给了你多
少钱， 你愿意这样去卖命、去
拼。 ”因为此事，捐献后，在身体
尚未复原的时候，郭卉被加重工
作量，并负责体育生的冬季户外
训练工作，其身体完全复原的进
度被推后了一段时间。

两次对善的回应

1995 年，湖南省桃源县广征
新兵。 年仅 19 岁在外打工的王
永林闻讯， 火速赶回家乡应征，
成为了一名消防战士。 1999 年，
王永林 23 岁， 农村长大的他第
一次想要体验一下自己从未坐
过的电梯。他来到岳阳的步行街
九龙大厦，在体验完电梯走出大
厦的那一刻，一声甜美的“兵哥
哥，带个头”让他停下了脚步，他
转头一瞧，一辆献血车就在他的
跟前，一位护士小妹妹正在满怀
希冀的望着他。 无偿献血，无尚
光荣！ 血气方刚的王永林，瞬间
热血沸腾。“当时她喊我兵哥哥
嘛，就是因为一声兵哥哥，有那
么点责任感，甚至是使命感……
当兵的热血，在这种不了解无偿
献血的情况下走向了献血车。 ”
献血过程中，通过工作人员的讲
解，王永林对无偿献血有了更为
深入的认识，从此，他年年定期
献血。岳阳市献血办志愿者资料
库显示， 王永林参与献血 100
次， 献血总量达 40000 毫升，这
相当于一个正常人全身血液的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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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捐献者郭卉

全国消防部队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王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