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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骨髓庫官網（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台灣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官網（截至2018年12月31日） 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東莞 4

1 33日清晨日清晨
東莞台心醫院南方春富東莞台心醫院南方春富（（兒童兒童））血液血液
病研究院工作人員動身前往台北病研究院工作人員動身前往台北，，
當天下午當天下午，，三名捐贈者分別在台灣三名捐贈者分別在台灣
花蓮慈濟醫院和位於嘉義的大林慈花蓮慈濟醫院和位於嘉義的大林慈
濟醫院進行造血幹細胞採濟醫院進行造血幹細胞採集集

2 4日清晨
台心工作人員護送3例造血幹細
胞，搭乘火車、捷運到台北桃園
機場

3 4日11時
3例造血幹細胞在桃園機場「會
師」，搭乘飛機前往大陸

4 4日17時28分
3例造血幹細胞到達東
莞台心醫院

兩岸生命接力兩岸生命接力路線圖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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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東莞報道）地中海貧血症在華南地區多
發，北方極少出現。在廣東，每年有1,000多名重度地貧患兒出生，這
裡也承擔着大量相關患者的救治工作。在骨髓移植治療方面，接近90%
的捐獻來自台灣地區。
據3名患童的主管醫生劉華穎介紹，台灣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是全世
界最大的華人骨髓庫，是海峽兩岸甚至全世界華人血液病患者心中最大
的希望。目前，台灣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庫容量近43萬人，完成造血
幹細胞捐贈五千餘例，其中大陸地區兩千餘例，其中，絕大部分捐贈對
象為華南地區的患者。
「兩岸真的是血脈相融，親情相通，從醫學上來看，骨髓移植配對成功
率，台灣地區最高，而從感情方面，台灣同胞也對捐獻大陸很支持很用
心。」李春富教授也指出，內地對地貧骨髓移植支持應該進一步加強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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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完成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
之後，3名病童將獲得新生。對於
3名台灣同胞的愛心之舉，家屬表
示有再造生命之恩，是整個家庭

的恩人。台心醫院相關負責人則表示，該事件體
現兩岸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今後，這種愛心傳
遞有望在更大範圍更大規模出現。

銘銘爸爸：折磨或許是一輩子
受助者銘銘一家來自海南澄邁縣。銘銘出生兩

個月時，查出患有重度地中海貧血症。其爸爸葉
先生表示，9年來，他帶着兒子四處求醫，4年
前曾經成功與一名台灣青年的造血幹細胞配對成
功，然而由於前面有太多患者排隊，手術一直無
法進行。得知在東莞台心醫院有機會後，便轉到
東莞等候配對。

「我不知道該怎麼感謝那位台灣同胞，如果沒
有他的義舉，病症給銘銘帶來的痛苦、給家庭帶
來的折磨，不知要到什麼時候，也許是一輩子。
所以，這位台灣同胞是對我們有再造之恩。」

小炫媽媽：為救仔誕女冀配對
同樣來自海南的小炫一家，經歷了15年煎熬。此

前，為了給小炫治病，媽媽陳女士嘗試多次懷孕，
希望生一個健康的寶寶，並與小炫進行骨髓配對。
多次嘗試，誕下一女，但並沒有配對成功。

「如果沒有台灣同胞，我們一家就沒有了希
望。今後，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見到這位台灣同
胞，當面表示感謝。」

小豪爸爸：集體道謝也要參加
受助者小豪來自江西贛州，這次手術成功後，

小豪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樣上小學。
「我知道今後可能有機會和台灣的捐獻者見

面，儘管是一次集體見面，並不知道究竟哪位同
胞是捐助者，但我還是要參加，感謝那些給予我
們希望的好心人。」小豪的爸爸溫先生說。

台心醫院董事長郭山輝表示，台心醫院本就是
台商協會會員們籌資興建，旨在回饋社會，為東
莞及周邊居民提供優質安全的醫療服務。此次能
夠幫助聯繫台灣慈濟骨髓庫和慈濟志願者，順利
完成東莞首例來自台灣供者的造血幹細胞移植，
台心醫院責無旁貸並深感欣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東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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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互贈骨髓數據 台向陸：2,227例 陸向台：2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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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慈濟骨髓關懷小組
總幹事陳乃裕親自將台灣一名54
歲婦女的骨髓送往北京，移植給安
徽17歲男孩劉金權。當年為保證
萬無一失，陳乃裕從台灣繞經香港
再至大陸的同一行程，他一口氣買
了多家航空公司的機票，以防航班
延誤。

■2001年，為拯救身患白血病的
江蘇姑娘陳霞的生命，台灣慈濟在骨
髓庫中找到配型，骨髓採集後在慈濟
義工的妥善守護下飛越3,000公里，在
手術限定的24個小時內，經香港、上
海，將台灣同胞所捐的髓血安全護送
到蘇州，成功進行了骨髓移植，被譽
為「建起跨越海峽的生命橋」。

■2007年，蘇
州居民杭彬向台灣
16 歲花季少女榮
榮捐出造血幹細
胞，成為大陸給台
胞捐獻骨髓的第一
人（以骨髓跨海為
標準）。

■2009年，台灣同胞捐獻的造
血幹細胞第一次通過兩岸直航航班
運抵福建福州，拯救了來自福州和
漳州的兩位白血病患者。2008年
12月15日，兩岸「三通」正式啟
動。該次運送骨髓的航班從台北松
山機場起飛到福州，整個過程只花
費了80分鐘。

■ 2018
年，南京市
民高仁萍捐
獻的造血幹
細胞，由台
大醫院的醫
師從南京帶
回台灣。

「兩岸同胞血脈相連。親望親好，中國人要幫
中國人。」幾天前，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
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飽含真情的講話，
仍在兩岸同胞之間熱烈討論，這次時長34個小時、

跨越海峽的生命接力，就再一次讓人直面感受到了兩岸血濃於水、
親望親好的血脈親情。

此次受助的大陸3名患童，最大的不過15歲，病程長達14年多，最小
的僅6歲，出生幾個月便發現患病。三個家庭苦苦等待、尋覓合適的骨
髓，長達數年之久，箇中煎熬非病患及家屬所能體會。來自寶島台灣的三
份造血幹細胞，如同久旱逢甘霖，讓三個孩子得以新生，三個家庭重獲希
望，此情此景觀者無不動容。

事實上，獲得新生的並不止這3名患童，截至目前，包括白血病和重度
地貧症在內，大陸已接受來自台灣2,000多例骨髓捐獻。

接受採訪的醫學專家告訴記者，大陸骨髓移植捐贈，來自台灣的配對成
功率十分高。因為中華血脈，兩岸相通相融，醫學上便是最好的明證。而
台灣對大陸捐贈數量之多，亦在感情上印證了兩岸民眾心心相印。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所言，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
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辦。相信在這份捨不斷的濃濃
親情支撐之下，海峽兩岸不僅會架設更多的救命橋、民生橋，兩岸同胞更
能放下芥蒂攜手同心，共同追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東莞報道

地中海貧血症給人類生命健康帶
來威脅，特別是重症地貧患

者。目前，造血幹細胞移植是唯一有
效根治方法，如果沒有這種治療，終
生輸血、身體器官損傷、每年數十萬
的醫療費負擔將伴隨他們一生。若親
屬造血幹細胞配對不成功，患者只能
期待非血緣幹細胞移植。

陸空兩路輾轉抵陸
來自海南的銘銘、小炫和江西的小

豪（均為化名），很不幸地成為重度
地貧患兒。難得的是，在東莞台心醫
院治療的三人成為幸運兒，均經由台
灣慈濟骨髓庫找到全相合供者。
促成這場生命接力的，是東莞台
心醫院南方春富（兒童）血液病研
究院醫護工作者。1月3日清晨，工
作人員動身前往台北。下午，3名供
者分別在台灣花蓮慈濟醫院和位於
嘉義的大林慈濟醫院兩家醫院進行
造血幹細胞採集。
採集過程並不像捐血那樣簡單，需
要提前數天注射動員劑，將造血幹細
胞動員到外周血中，通過肘部靜脈穿
刺把血引流到血細胞分離機中，通過
離心的方法對造血幹細胞進行富集，
其餘的血液成份全部回輸給供者，整
個過程需要4至6小時，當天，這一過
程一直持續到20點。
4日清晨，3名供者細胞搭乘火

車、捷運，輾轉終於在台北桃園機
場匯合。上午11點，三例細胞在桃
園機場勝利「會師」，取髓工作人
員帶着供者滿滿的祝福踏上了返回
之旅。
進入台北醫院後，造血幹細胞需經

過標本分揀、細胞計數、細胞形態學
檢驗、流式細胞學檢驗等幾個步驟。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3名供者的
造血幹細胞在連夜輸注進入小患者體
內，目前狀況良好，經過半年的觀察
治療後，便可痊癒出院，重獲新生。
根據規定，3名供者的信息將不予

公開。到目前為止，只知道他們均
為30多歲的台灣青年。

台辦海關一路綠燈
據台心醫院南方春富（兒童）血液

病研究院李春富教授介紹，除了捐獻
者本人、社會組織和醫院，此次跨越
海峽的愛心接力，亦是在兩地政府部
門開設的綠色通道下完成，且起到至
關重要的作用。根據相關規定，大陸
與台灣和港澳生物樣本尚不能過境。
為此，去年，大陸中國骨髓庫、台灣
慈濟骨髓庫等相關機構聯合向國家有
關部門提出申請，希望開設骨髓移植
捐贈綠色通道，得到台辦和海關的支
持。此次運送全過程，包括入台證辦
理、海關過境，一路綠燈，令愛心完
美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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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童陸童重生重生
兩岸生命接力兩岸生命接力3434小時小時 見證中華血脈相融見證中華血脈相融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東莞報道東莞報道））33日至日至44日日，，一場跨越海峽兩岸的生命一場跨越海峽兩岸的生命

接力在台灣和廣東東莞之間進行接力在台灣和廣東東莞之間進行。。33名在東莞台心醫院急需骨髓移植治療的重症名在東莞台心醫院急需骨髓移植治療的重症

地中海貧血患兒地中海貧血患兒，，得到得到33名配對成功的台灣青年捐獻造血幹細胞名配對成功的台灣青年捐獻造血幹細胞。。在兩岸通力合在兩岸通力合

作作，，以及台辦及海關等部門開啟綠色通道下以及台辦及海關等部門開啟綠色通道下，，33份珍貴的幹細胞份珍貴的幹細胞經台北桃園機經台北桃園機

場場，，跨越海峽跨越海峽22,,000000多公里多公里，，被送到東莞的醫被送到東莞的醫

院院，，全程僅耗費全程僅耗費3434個小時個小時，，連夜進行的連夜進行的

手術十分成功手術十分成功，，患者將獲得新生患者將獲得新生。。兩岸兩岸

血脈相融血脈相融，，愛心傳遞愛心傳遞，，得到得到

極大的體現極大的體現。。

華南地貧症多發 九成髓捐自寶島

共搭救命橋
兩岸情相通

銘銘銘銘（（化名化名））99歲歲
■■ 主管醫生劉華穎給銘銘做術後常主管醫生劉華穎給銘銘做術後常
規檢查規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小豪小豪（（化名化名））

66歲歲
■■ 小小豪豪（（右右））的父親溫先的父親溫先生生（（左左））
說說，，對台灣同胞的愛心感激不盡對台灣同胞的愛心感激不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攝攝

■■ 在工作人在工作人
員護送下員護送下，，三三
例造血幹細胞例造血幹細胞
從台灣緊急送從台灣緊急送
往東莞台心醫往東莞台心醫
院院。。
台心醫院供圖台心醫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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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炫依照醫生叮小炫依照醫生叮
囑囑，，在病床上漱口在病床上漱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攝攝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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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十二月初一 十五大寒
港字第25132 今日出紙2疊6大張 港售8元

星
期
日多雲微雨 天氣轉涼

氣溫16-20℃ 濕度70-95%

小炫小炫（（化名化名））1515歲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