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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男子和女儿溺水身亡引关注，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加大在难民迁徙沿途工作

“没人会一时兴起，背井离乡”
2015年，一张叙利亚男孩浮

尸海滩的照片让无数人为之心
碎。上周，相同的悲剧再一次上
演。

致命的旅程

据媒体报道，25岁的阿尔贝
托一家来自萨尔瓦多。在墨西哥
的移民营地等待了几个月后，苦
于无法申请到合法身份，一家人
铤而走险，决定从墨西哥边境的
格兰德河进入美国。

6 月 23 日，阿尔贝托带着女
儿和妻子来到河边。他先带着女
儿瓦莱西娅游了过去，将她安置
在岸边后便返回到另一侧，准备
带妻子过去。谁知父亲一离开，
年幼的瓦莱西娅惊慌地跟了上
去，落入水中。阿尔贝托急忙转
身去救女儿，随即二人在妻子面
前被湍急的水流迅速冲走。

第二天，两人的尸体在河岸
被发现。他们面部伏地。也许是
为了不被河水冲散，瓦莱西娅的
头套在阿尔贝托的衣服里，手臂
还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

对无数试图绕过入境处穿越
美墨边境的人来说，这都不是一
条安全的路线。30日，2名婴儿、
1名幼童及 1名妇女也在该地区
被发现因高温而死亡。2018年，
共有283人在此遇难。

得知噩耗，阿尔贝托的母
亲伤心不已，“我曾请求他不要

走。但是他想去挣些钱，回来
盖一所房子”。最后一次收到
儿子的信息时，阿尔贝托对她
说：“妈妈，我爱你。请照顾好
你自己。”

“我们也是人”

2018年，全球有 7080万人被
迫逃离家园，或为逃离战火 ，或
为摆脱贫困 。

抛开围绕在难民和移民问题
上的种种政治因素，每个人都是
活生生的个体，都是为了寻求安
稳、美好的生活。就像报道视频
里激动的移民大声所喊的：“我们
也是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孩子。”

“现实情况是，没有人会因为
一时兴起而背井离乡、抛弃家人，
放弃全部生活。人们逃亡总是有
原因的，除非这些原因消失，否则
人们还会继续逃亡。”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说。

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踏上了往往是漫长而艰险的
旅程，有可能面临失踪、受伤、被
逮捕或虐待等各种危险。

应对弱势移民的需求

鉴于移徙活动具有全球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
与红新月运动其他成员一道，通
过在移徙路线沿途开展工作，更
好地了解、应对弱势移民的需求，
并帮助弥补现有保护及援助工作

方面存在的缺口。
应对工作包括：提供援助；在

移民拘留场所开展探视工作；为
失散的难民重建家庭联系；澄清
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并为其

家属提供支持；确保妥善地开展
遗体处理及其他法医学服务工
作，并保有死者尊严。

“这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各个战乱国家中开展工作的原

因：只要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条件
还在——医院、学校、工作、食品、
水、住所，多数人会愿意留在他们
称之为家的地方。”莫雷尔表示。

▲图源：AP/Antonio Valladares

▲图源：AP/Julia Le Duc

▲墨西哥红十字会志愿者为移
民提供援助

▲网友为叙利亚男孩画的“美好愿望” 图源：网络

胡勒营地开设一线医院
应对流离失所者需求

一所新的旨在帮助战伤或疾
病患者的一线医院在胡勒营地开
业，以应对近几个月来人员涌入
所产生的巨大人道需求。

该医院的开设得到了叙利亚
红新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
挪威红十字会的支持。

由于战事持续、药物短缺、卫
生设施遭损毁，在所在地区无法
获得医疗服务，自去年 12 月以
来，相继有超过6.3万人来到胡勒
营地避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
利亚代表处主任菲利普·施珀里
最近走访该营地后表示，胡勒的
医疗援助需求“巨大”。

“营地快速扩大，使得人道工
作者难以满足营地的需求，特别
是医疗需求。许多人在冲突中或
前往营地途中受伤，几个月后仍
未得到救治。”施珀里说。

新的流离失所者抵达后，胡
勒营地的人口达到7.4万人，其中
90%是妇女和儿童。

“我们正在努力满足日益增
长的人道需求，不仅针对居住在
胡勒营地的家庭，也包括哈塞克
农村地区受洪灾影响的灾民。过
去几个月来，叙利亚红新月会的
志愿者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在当地
开展救灾。”叙利亚红新月会会
长哈立德·赫布巴提表示。“胡勒
难民营健康状况的恶化表明开设
此医疗设施十分必要。这是这里
开设的第一个此类设施，旨在提
供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包
括高效手术。该医院可以认为是
在灾害应对中所使用的最先进的
设施之一。我们能开设这所医
院，与我们的人道合作伙伴和负
责推动审批以及向哈塞克交付该
医院的有关各方的支持是分不开
的。”

在最初阶段医院共设有 30
张病床，以及急诊室、手术室、术
后护理室和实验室。第一轮医务
人员由来自挪威、冰岛、丹麦和芬
兰等国红十字会的人员组成。

“挪威红十字会拥有多年建
立外科战地医院的经验，我们的
团队能够在几天内建立一个一线
医疗设施，并在医疗设备到位的
情况下，开始救治患者。”挪威红
十字会秘书长伯恩特·G·阿佩兰
表示：“能与叙利亚红新月会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为胡勒的人
们提供拯救生命的外科援助，我
们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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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配合红十字特色高校创建活动，定期开展红十字知识普及活动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三连捐”
■ 夏声朝 杨源

“感谢你做出的大爱善举，
也希望你多注意休息。”6 月 24
日上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血细胞采集室里，湖南省、长沙
市、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为一名正
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小伙
子送上了鲜花、慰问金及荣誉证
书。这是今年长沙县第五例、湖
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第三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

顶着压力捐献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
举动，很受感动，当时就告诉自
己，有机会一定也要捐献。”当天

捐献的小伙子名叫汪成（化名），
今年21岁，是湖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资源系工程测量专业大二
学生。大一入学时，汪成听了学
院组织的宣讲，随后在一次学院
的无偿献血时留存了血样并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

今年 3月 10日，他接到了配
型成功的通知。“第一感觉是开
心，因为有机会救人一命。”汪成
说自己也曾经有过犹豫，他查找
了不少资料，对相关知识做了更
深的了解；今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11日，该校已有两人成功进行了
捐献，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汪成
最终选择相信科学，坚定了捐献
的决心。

捐献过程中，一旁的陪护人
员给汪成读了浙江患者寄来的
感谢信，“该是多么幸运，中华骨
髓库中找到了和我匹配的您，该
是多么幸运，微乎其微的机会让
我遇见了您。”简单的几句话，让
汪成眼中带着泪光。

破解“三连捐”

不到一个月时间，湖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已经有三位学生
配型成功并捐献造血干细胞。
得知此次是同一所学校短时间
内的第三例，守在一旁的医务人
员连连称赞。

“短时间内实现‘三连捐’，
主要是学校的高度重视，积极配

合长沙县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
特色高校创建活动，并定期在学
校开展红十字知识普及培训，组
织献血活动。”湖南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副院长吴铁平介绍。

据了解，2017 年以来，该校
与长沙县红十字会密切配合，积
极开展造血干细胞巡讲宣传活
动，2017 年底，学院组织无偿献
血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
三天时间共采集造血干细胞血
样 351 例，已成功捐献的三例志
愿者全部来自那次集中采集。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捐献者分享
会，让捐献者通过讲述自己的捐
献经历，来进一步影响广大师
生。”吴铁平说。

为了实现你的心愿
碑林红会开展遗体器官捐献宣传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 （碑红）近日，为了
实现一位老人的心愿，陕西省西
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到文艺路
街道文艺北路一社区开展爱眼
日红十字“三献”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的许忠老人给
街坊邻居们讲述了他登记捐献
遗体器官的故事，群众们很受感
动，纷纷表示对遗体器官捐献工
作有了新的认识与了解。一位
年过八旬的阿姨，当场就填写了
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加入这项
大爱事业当中。

许忠是碑林区红十字会第

165 位遗体器官登记捐献志愿
者。作为一名有 60 多年党龄的
老党员，许老一辈子都牢记党和
国家给予他的学习成长机会，说
没有国家就没有现在的自己，希
望能够通过捐献遗体器官，实现
为祖国70年生日献礼的心愿。

办理完捐献登记后，许忠给
全家人开了会，写下了自己的

“身前留言”；还积极和社区联
系，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加入这项事业，
这才有了此次宣传活动。

上犹县老党员志愿捐献遗体

本报讯 （严小梅）近日，江
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社溪镇狮子村
老党员何德跃收到了一份从江西
省红十字会寄来的答复书，终于
实现了无偿捐献遗体的心愿。

何德跃今年 75岁，是上犹县
社溪镇狮子村富田组的建档立卡
五保贫困户，也是一名拥有49年
党龄的老党员。虽然腿患残疾，
但他踏实肯干、乐于助人，1970
至 2003年间，多次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为当地群众做了不少实事。

在国家政策和扶贫干部的帮
扶下，何德跃享受了五保金、水库
移民补贴、产业信贷通等政策帮
扶。去年，何德跃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近 9000元，顺利实现
了脱贫。

看了电视上关于遗体捐献的

有关报道，了解到全国现在有这
么多人捐献遗体，国家也提倡捐
献遗体用于医疗事业，“我年纪也
大了，离世后也捐献遗体为社会
做点奉献。”何德跃表示。他与妻
子、妹妹商量了捐献遗体一事，妻
子表示支持。

于是，何德跃开始打听如何
捐献遗体。几经周折，今年4月，
通过帮扶干部联系，向江西省红
十字会提交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上犹县驻村第一书记陈荣斌
说，何德跃是个“热心肠”，平时对
邻里乡亲的大事小事都愿意帮
忙，也积极参加乡风文明、环境整
治等工作。“何德跃这种行为令人
钦佩，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
我也将更加扎实工作，多为社会
做贡献。”

65欧元就能租个“朋友”

日本“万能租”热销

参考消息网6月29日报道 西媒称，生活
中有些情况下，家人、朋友或同事没有作出你
所期望的回应，而讲究实用的日本文化直接
解决了这些问题。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6月 26日报道称，
没有公司高管愿意出面道歉？那就租一个为
你下跪谢罪的高管。父母不同意你的婚事？
那就租“一对父母”快乐兴奋地出席婚礼。需
要为产品制造声势？那就租一群热心的消费
者在商店门口排起长队。没错，几乎所有事
情都能靠租赁解决。

报道称，为婚礼活动出租“家人”是此类
出租公司的强项。租一对假父母很容易，他
们穿着得体、积极配合拍照，并按照约定剧本
与客人分享有趣的家庭轶事。有时，连新人
自己都不知道配偶的欺骗行为。几天、几个
月或几年后，你通常会感谢配偶组织这场“闹
剧”为你挣足面子。这种表演费用每人需要
65欧元。

报道指出，在亲友和同事面前表演家庭
场景这种服务，在上世纪90年代带火了演员
租赁产业，这些演员几乎都是业余爱好者，扮
演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这些表演服务包括：
出席葬礼、假装丈夫或妻子以吓退执迷不悟
的追求者、假装公司高管为不满意的重要客
户下跪谢罪，等等。

报道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在又
多了为年轻夫妇租赁孩子的服务，这样可以
让老人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幸福。165欧元可
以租到“一个儿子”让你在社交网络上炫耀，
65欧元可以租到假朋友。

向大力水手看齐？

研究发现：吃菠菜能增强体力

据德新社 6月 25日报道，德国电视一台
和德法公共电视台 6月 25日报道，柏林大学
一项获得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支持
的研究已经揭示这种蔬菜中所含的蜕皮甾酮
增强了接受检测的运动员的体能，而这种物
质应该被查禁。

根据这项研究，参加10周力量训练计划
并通过一种食物补充剂摄入蜕皮甾酮的运动
员要比训练过程中服用安慰剂的运动员强壮
3倍。

报道援引柏林大学教授玛丽亚·帕尔的
话说：“我们的假设是我们将会看到成绩的提
高，但我们没想到会提高得那么多。”

报道称，蜕皮甾酮包含在各种蔬菜中，其
中以菠菜最为著名。

谈及在 1929 年就被创造出的大力水手
形象，帕尔说：“也许他们那时就知道一些我
们如今不得不费力研究的东西。”帕尔已经建
议WADA把蜕皮甾酮加入到违禁物质清单
中。

这项研究是在有迹象表明体育界有人使
用蜕皮甾酮以及含有这种物质的食物补充剂
已经面世之后开始的——这些食物补充剂号
称可以提供更多力量和肌肉量，并加快训练
期间的体能恢复。 （编译/曹卫国）

日本瞄准东南亚垃圾处理商机
欲抢在中国之前垄断市场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6月 24日报道，日
本环境省已在其 2019 财年预算中拨款约
1860 万美元，成立一家公私联营的财团，以
给东南亚国家提出建议并承包那里垃圾处理
协议的投标。

报道称，日本于6月28日和29日在大阪
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上公布环境省的这一
计划，推动其计划的环保方面及其在环境问
题上的领导地位。今年会议的主题之一是

“环境与能源”，重点关注气候变化以及从电
力到塑料垃圾管理的创新方法。

目前，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
越南在内的东盟成员国当中有 10个试验性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日本将帮助自己的公司
出售废转能装置以及全面的垃圾管理计划，
以期抢在中国之前垄断这一市场。

目前，日本全国有 380 个垃圾发电厂。
该国近三分之一的垃圾焚烧设施正在将垃圾
转变为电力。如果情况如预期的那样，日本
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一技术将垃圾变成现
金。

（编译/许燕红）

人人享有安全血液

6月14日，吉林省通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红十字会、市红
十字会中心血站共同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 通过
设立宣传展台、摆放宣传展板、提供免费咨询、健康义诊、发放宣传
资料等，向过往市民普及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等方面知识。

图为医护工作者向通化市10名“全省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
献花。

昆山“90后”捐髓救“00后”

本报讯（昆红）6月18日，来
自江苏省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教师邱磁贝在苏大附一院采集造
血干细胞 255 毫升，这将挽救一
名 18 岁白血病患者的生命。邱
磁贝也成为昆山市第58位、教育
系统第3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志愿者。

东营区慰问捐献者家属

本报讯（张惠）6月17日，山
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来到西城北二路的碧水苑小
区，看望了捐献遗体和角膜的甄
立河家属，并送上了慰问金表达
敬意和感谢。

韩城宣传无偿献血

本报讯 （孙林涛）6 月 13 日
至 14 日陕西省韩城市红十字会
先后在涺水河畔、禹甸园进行“世
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向过往
市民发放无偿献血宣传资料，普
及无偿献血的政策、法规和科学
献血知识，同时进行现场咨询解
答等，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