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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信息

本报讯 （宗合）6 月 14 日上
午，2020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
传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布全国电子无
偿献血证正式启用，献血证“安
家”互联网。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6月14日开始，全国各地
无偿献血者都可以通过国家卫生
健康委官网、中国政府网、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和支付宝、微信、百度
小程序一键查看本人的电子无偿
献血证和全国无偿献血量。全国
电子无偿献血证的正式“上线”，
实现了全国 452家血站的信息互
联互通。

此外，献血者还可以通过阿

里巴巴“3 小时公益”平台，将献
血的爱心行为转换为公益时数，
除了可以积累芝麻信用外，还可
领取免费保险等权益。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互联
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新手段，为
献血者提供更加精细、周到、便捷
的服务，在全社会营造无偿献血
良好氛围。”上述负责人表示。

据悉，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国
无偿献血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国无偿献血人次数和采血量实
现22年连续增长，千人口献血率
从1998年的4.8‰提升到2019年
的11.2‰，无偿献血人次数、采集
量和血液质量安全水平均位居全
球前列。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广大无偿献血者为爱逆行，新冠
肺炎康复者心怀感恩、捐献恢复
期血浆，各兄弟省份守望相助、全
国联动共同保障湖北省、武汉市
的用血需求。

无偿献血证正式上线后，用
户可登陆相关平台查询个人献血
记录。以登陆支付宝查询为例，
用户可以在支付宝 APP 搜索“3
小时公益”点击首页无偿献血，或
搜索“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一
键查看个人献血记录、献血量和
电子献血证等信息。无偿献血行
为也将与志愿服务、爱心捐赠、捐
步、种树等公益行为一样，获得一
系列公益权益。

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正式上线
实现全国452家血站的信息互联互通

本报讯 （陈贝 李锦文）6
月10日，安徽省亳州市红十字会
联合市中心血站，来到市华佗中
医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献血者中，既有医院的干部，
也有利用工作间隙前来献血的医
师、护士、行政管理人员，还有住
院病人家属和维修医院的建筑工
人。

“我们身为医护人员，更懂得
血液对于救治病人的重要性。而
且献血对人体是有益处的，可以
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身体新陈代
谢，提高免疫力。”市华佗中医院

内科主任医师张红富表示，希望
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身
边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手持献血者证的丁锋是第二
次参加献血。作为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的他曾是安徽省第三批援
鄂医疗队队员之一，在武汉支援
抗疫40余天。丁锋表示，作为医
生，十分清楚血液在抢救治疗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自己
的爱心能帮助有需要的患者。

2019年，亳州市全年血液采
集8906人次，共采集血小板2244
单位，全血1061.48万毫升。

金东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许晓喻）近日，浙江省金华市

金东区红十字会与金东区卫生健康局联合开
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活
动中，共有19名志愿者参与造血干细胞血样
采集，加入中华骨髓库。104 名干部职工参
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3.4万毫升。

泰州烟草专卖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泰红）近日，江苏省泰州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50
多人报名，25 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到
8400毫升。

灌云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王丹丹）6月11日，江苏省连云

港市灌云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当
日上午，共有 24名志愿者成功献血，献血量
近9000毫升。

灌南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潘凌）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

灌南县红十字会联合县血站前往新安镇政
府，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中共有16人献
血，献血总量5800毫升。

张家港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孙雯）近日，“爱心相‘髓’”无

偿献血、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活动走进江苏
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乘航办事处。

活动中，共有154人参加献血，献血量达
4.73万毫升。5名市民加入中华骨髓库。

6 月 9 日上午，江苏省张家港市保税区
（金港镇）在港区片区开展“爱心相‘髓’”无偿
献血、造血干细胞集中采样活动，148人成功
献血，献血量达 4万毫升，4名市民加入中华
骨髓库。

湖里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 （湖红）6 月 9 日、12 日，福建省

厦门市湖里区在区行政中心广场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近300名机关党员干部、热心群众积
极参与献血。

庆元县宣传无偿献血
本报讯（周福华）6月12日，浙江省丽水

市庆元县红十字会组织工作人员在市民广场
无偿献血点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更多人
参与无偿献血。

海拉尔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海红）6月 5日，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红十字会联合呼伦贝尔
市中心血站、呼伦贝尔玛丽妇产医院，组织该
医院职工参与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5名志愿
者献血4500毫升。

海安启动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本报讯 （海红）6月 8日，江苏省海安市

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联合主办2020世界
献血者日活动。

安福县宣传无偿献血
本报讯（安红）6月12日，江西省吉安市

安福县红十字会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活
动，活动中共接待咨询群众300多人次，其中
56人参与献血。

平利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陈俊博）6月14日，陕西省安康

市平利县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心血站在女娲文
化广场举行无偿献血宣传活动，56位爱心人
士现场参与无偿献血。

古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鲁永记）6月12日，山西省临汾

市古县红十字会联合洪洞县中心血库在县交
通运输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有23人成功
献血，总献血量9200毫升。

腾冲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腾红）6月13日，云南省腾冲市

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
有15名志愿者成功献血3800毫升。

蒲城县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王蓉荣）6月12日，陕西省渭南

市蒲城县红十字会在党睦镇开展无偿献血主
题宣传活动。

晋中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张荣）6月 8日，山西省晋中市

红十字会联合建行晋中分行举办偿献血活
动，近30名志愿者成功献血。

黄岩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本报讯（邵青青）6月14日，浙江省台州

市黄岩区红十字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在黄
岩区横街路献血屋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2名志愿者撸起袖子，奉献热
血，以实际行动宣传无偿献血。

灵石县举行血液健康宣传活动
本报讯（灵红）6月12日，山西省晋中市

灵石县红十字会、县卫生健康局、县医疗集团
联合举行血液健康宣传活动，倡导大家积极
参与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

宜丰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邹杰峰）6月14日，江西省宜春

市宜丰县卫生健康委、县红十字会携手市中
心血站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暨爱心献
血活动。当日上午，共有 35人参与献血，成
功献血1.16万毫升。

本报讯 （查爱国 丁云）6
月14日，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无
偿献血志愿者朱志鑫成了“义务
宣传员”，在他的宣传下，10余位
亲朋好友纷纷前去献血。而他一
家五口人携手同献热血的故事也
在当地传为佳话。

35 岁的朱志鑫是宝应县鲁
垛镇朱斗村人，他的父母、妻子、
弟弟已坚持献血 6年。今年 5月
14日，朱志鑫提议：“我们一家五
口人一起去献血吧！”当天，他和

父亲、弟弟各献血400毫升，母亲
和妻子各献血300毫升。

朱志鑫以前在上海工作，去
年 8 月返回老家宝应县，和妻子
在村里开起农家乐。父母平时在
店里帮忙，弟弟在镇上做生意。

“我和家人只要一有空，就向
亲戚朋友、邻居们宣传无偿献血
的好处。”朱志鑫说，经过宣传，已
有 10 多人加入到献血队伍中，

“这个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截至目前，朱志鑫一家人已

累计献血超过1万毫升。
朱志鑫的儿子今年 13岁，也

表示长大了要成为一名无偿献血
志愿者。

朱志鑫一家还热衷公益事
业。村里兴建路、桥等公共设施，
朱志鑫全家主动出资支持，几年
来，已累计捐款3万多元。

提起朱志鑫一家人，左邻右
舍都会竖起大拇指。朱志鑫说：

“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就该尽可能
地帮助别人。”

本报讯 （溧红）近日，江苏
省南京市召开 2020 年无偿献血
工作联席会议，市无偿献血工作
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市政府副市
长胡万进，市无偿献血工作联席
会议召集人、市政府副秘书长吴
秀亮等出席会议。

胡万进在讲话中表扬了溧水
区在南京市区疫情防控期间人均
献血占比第一，献血总量排名第
二的成绩。

会上，溧水区副区长、区红十
字会会长王超勇表示，近年来，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溧水
区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每年都超额完成市政府下
达的指导性计划任务。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主动作为，开拓创新，努

力做到以志愿者队伍建设为抓
手，在提升服务上实现突破；以舆
论宣传为引领，在宣传发动上实
现突破；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在长
效机制上实现突破，为全市无偿
献血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2019年，溧水区共组织无偿
献 血 5602 人 次 ，献 血 量 共 计
153.112万毫升，两项指标较上一
年均有明显提升。溧水区连续多
年被评为南京市无偿献血先进
区，多家单位被评为南京市无偿
献血先进单位，多名个人被评为
南京市无偿献血先进个人。

溧水市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各区卫
生健康部门、各区联席会议办公
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6月12日，重庆市血液中心永川分中心在永川区永荣镇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

活动现场，永荣镇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卫生院医务人员、党
员及群众踊跃参与，奉献爱心。 （陈仕川）

安全血液
拯救生命

■ 杨晶

6 月 14 日是第 17 个世界献
血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安全
血液 拯救生命”。在无偿献血事
业中，我很幸运拥有两个身份：既
是江苏省泰州市中心血站工作人
员，也是一名无偿献血者。

血液是生命之河，人体众多
器官依赖它浇灌。一个人可以没
有双臂和双足，可以失去听力和
视力，但却一分一秒离不开血液，
流动的血液运载着生命，人体一
旦缺血，健康就会受到威胁，甚至
危及生命。

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时，我
刚刚20岁。那天，我到坡子街附
近办事，见到月城广场停了一辆
献血车。我看时间还早，便抱着
好奇的心情，鼓足勇气踏上了献
血车。

“您好，欢迎参加无偿献血！”
一声亲切的问候化解了我的紧
张。填好表格，完成体检，撸起袖
子时，我一眼看到那个超大号的
采血针（和医院注射针头相比），
一时有点胆怯，但想到献血是助
人为乐的好事，我便咬紧牙，在紧
张、激动与兴奋中完成了人生中
第一次无偿献血。

妈妈得知我献血的事后，觉

得我这么一个瘦小的姑娘不能献
血，劝我以后不要再参加了，于是
后来的几年我便暂停了无偿献
血。

转眼到了2005年，我调到了
医院ICU工作。一天夜里，我们
收治了一位急性胰腺炎患者，大
出血让病人徘徊在生死边缘。

一袋，两袋，三袋……鲜红的
血液缓缓输入病人体内，患者身
体的综合指标（血氧、心率、血压）
逐渐改善，第二天早上，患者奇迹
般转危为安！我被深深触动了，
血液是病人的生命源泉！那一
刻，我暗下决心，要坚持无偿献
血。从那时起，我养成了定期献
血的习惯。

2010年，我来到泰州市中心
血站，成为一名血液工作者，经过
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我的血液知
识从一知半解到如数家珍，献血
量从几百毫升累计到几千毫升，
帮助了他人，也得到了快乐。

2013年3月18日，我像往常
一样到单位上班。突然，从一楼
献血大厅传来哭声，我立刻上前
了解询问情况。原来是回族孕妇
马夕力麦即将临盆，可是血小板
计数却急剧下降，威胁到了母子
的生命。

马夕力麦急需输入 B 型血

小板，十几名亲属赶来献血，但
没人符合要求（回族人民B型血
较汉族比例更低）。我没有多
想，一边安慰她的家人，一边撸
起袖子跑向采血室：“我是 B 型
血，让我来！”

数小时后，两袋新鲜的 B 型
血小板送到产房，输入马夕力麦
体内。不久，她平安生产。

一个月后，马夕力麦和丈夫
给我送来了她亲手绣的一对鸳鸯
枕套。事后，我听说回民女同胞
一生只绣两次枕套，分别是自己
结婚前和子女结婚前。我深受感
动，更可贵的是，马夕力麦夫妇的
回民老乡们也前来参加无偿献
血。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献血
帮助他人，于我们而言只是举手
之劳。从马夕力麦这件事上我体
会到，爱是可以传递的。

2015年，我荣获国家无偿献
血奉献奖。在我的带动下，我的
爱人、父母和亲戚也先后获此殊
荣。人间自有真情在，我坚信只
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小爱终将
汇成爱的海洋，托起生命之舟，奔
向希望的彼岸。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中心
血站献血服务科副主任护师）

本报讯 （何佳苗）6 月 11 日
上午，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保税区
（金港镇）金科廊桥商圈，一座精
致、美观的小屋——金科廊桥爱
心献血屋正式启用。

仪式上，市红十字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兼金港分队队
长卞正伟代表献血志愿者宣誓：

“生命呼唤血液，爱心需要奉献。
作为一名光荣的无偿献血志愿
者，必将自觉遵守章程，尽己所
能，不计报酬，定期献血，宣传献
血，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活动现场，红十字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队和热心市民们积极参
与献血。

本报讯（唐红）近日，河北省
唐山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刘爱文一
早就换上心爱的红马甲，给山地
车装上印有“无偿献血宣传”的彩
旗、戴上安全头盔……开始了他
第五次骑行宣传无偿献血之旅。

刘爱文是唐山市一名骑行爱
好者，也是一名无偿献血志愿者。
2014 年至今，他先后献血 56 次，

累计献血 2.22万毫升，是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

当天，刘爱文从唐山市区出
发，途径开平区、古冶区、滦县光
明商城、迁安东安商场、迁西栗香
广场等无偿献血宣传点，与市红
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一起向行
人宣传无偿献血知识。骑行宣传
活动历时3天，行程260余公里。

本报讯 （于国良）“临床不
可一日无血，抗击疫情取得阶段
性胜利，无偿献血要继续前行。”
近日，在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献
血点，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
者、村医孙社安说。

孙社安是咸阳市泾阳县安
吴镇王家村卫生室的一名医生。
稀有血型的他一直坚持参与无
偿献血，宣传无偿献血。多年
来，他不仅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还宣传鼓舞数千人参与无
偿献血。

从卫校毕业后，孙社安扎根
基层，为解除乡亲们的病痛奉献
着爱心。爱人石倩是他的同班同
学，夫妻两人常常一起参与无偿

献血，一起宣传无偿献血。
多年前，咸阳市在农村重点

乡镇和单位设立了无偿献血宣传
招募站，作为一名医生，孙社安毫
不犹豫担起了这个重任。已多次
参与无偿献血的他现身说法，利
用村卫生室开始宣传无偿献血，
在他们夫妻二人的带动下，村里
很多年轻人都成了无偿献血志愿
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无
偿献血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挑
战。看到咸阳热血驰援湖北的消
息时，孙社安非常激动。他说：

“希望疫情过后，大家继续捐献热
血，临床仍然有许多生命急需热
血救治。”

唐山志愿者骑行宣传无偿献血

亳州红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一家五口同日献血
江苏宝应县无偿献血志愿者朱志鑫的“爱心事业”

溧水区红会参加全市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议

疫情会过去 献血莫停息

张家港金科廊桥爱心献血屋启用

青春，因奉献而闪光
——写在第17个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