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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团体与市民踊跃献血，助力广州度过“献血淡季”

过大年 用献血来传递爱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本版图片 受访者供图

每年的第一和第三季度，由于学校或单位放假、气候

寒冷或炎热等原因形成“献血淡季”， 出现阶段性缺血现

象。 迈入 2019年，元旦与春节相继到来，寒潮涌动的同时

也开始变得年味浓浓，市民与政府机关团体也以热情和爱

心助力广州度过这个“献血淡季”。

据广州血液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1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 月 29 日献血人数共 8 万余人， 其中全血献血

6.9 万余人， 捐献 11.15 万个单位， 成分血献血 1.1 万余

人，捐献 1.96万个治疗单位。

机关团体献血热情超预计

数据显示， 广州市无偿献

血量和临床用血量均居全国第

二位， 年血液供应量超过 1 亿

毫升，平均每天约需 1200 人献

血。 为做好广州市“献血淡季”

临床用血的保障工作， 广州血

液中心从 2018 年开始改变团

体献血时间安排，将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居民

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等团体单

位集中在第一和第三季度，广

州市府办公厅联合北京街道办

事处率先将原每年组织献血的

时间从 10 月份改为 1 月份，保

障春节期间临床用血需要和安

全。

1 月 24 日上午，广州市府

办公厅和北京街道办事处联合

在广州市政府礼堂举办今年第

一季度无偿献血活动， 共有

411 人献血 104000 毫升。 当天

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

府办公厅、 市发改委、 市人社

局、市交委、市统计局、市司法

局和驻市府武警中队等 18 个

单位积极参与活动， 原预计报

名人数 300 人， 实际献血人数

411 人， 比原计划超出了 111

人，献血量达 520 个单位。

日前，海珠区卫计系统 21

个单位 107 位医务人员来到沙

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以实

际行动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

动， 践行医务工作者“救死扶

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用这种特

别的方式迎接新春的到来。 当

天现场， 有不少医务人员坚持

每年参与献血， 也有医务人员

“PK” 掉了不少单位踊跃报名

的同事才争取到机会。 他们告

诉记者，自己在临床一线工作，

深知道输血为救命， 血库储备

不足， 给抢救工作带来很大压

力，自己更应该带头献血，保障

有需要的群众急救用血的需要

和 安 全 。 当 天 活 动 献 血

24800ml，较好地补充了血站血

量储备。 荔湾区卫计局 207 位

工作人员也挽起衣袖热情参与

到无偿献血活动中， 当天共献

血 50200ml。

其他已组织献血活动的单

位还有越秀区卫计局、 白云区

中医院、白云区人民医院、白云

区太和人民医院和黄埔公安局

等等。

市民踊跃献血 各有各的目标

1 月 1 日， 不少热心人士

来到广州献血点， 以无偿献血

的方式迎接元旦， 在英雄广场

献血房车、 中山三路献血站的

走访中， 记者得遇几个温情的

献血者。

“我没成为去年最后一位

献血者， 却成了今年第一位献

血者。” 无偿献血者江德兴兴

奋地告诉记者， 他在前一天来

到中山三路献血站， 想要献

血， 却因吃了油腻食物被婉

拒， “当时采血护士说如果我

能献的话， 就是 2018 年该站

最后一位献血者。” 因此， 他

在元旦当天一大早来到该献血

站， 成为该站第一个献机采血

小板的市民。

部队转业军人胡莉无偿献

血始于部队中， 转业后也仍然

坚持献血，献血时间刚巧是 11

时 11 分，当天正是元旦，一共

有六个“1”，“这对我来说很有

纪念意义。”于是她在微信朋友

圈敲下这样一段文字，“为了

爱， 传递爱，2019 年 1 月 1 日

11 点 11 分，英雄广场。 ”

此外， 还有第 184 次献血

的刘义菖透露， 他的献血目标

是 200 次； 林洪波夫妇相约 1

月 23 日生日当天献血获赠生

日献血纪念章； 四川籍王兴华

与梅县籍张柏清献血后交流献

血过程成为朋友。

新年第一天去献血纪念献血七年

2019 年的第一天， 广州医科大学的卢灿杰同学

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结伴外出游玩，而是早早来到了

广州血液中心捐献热血，寒冷的天气并没有阻挡他的

脚步，因为他心里有一团火，2019 年是他献血的第七

个年头了，正如他所说的“及我所能，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情吧”。

献血后的他还写了一段文字纪念 2019 年的第一

天，纪念无偿献血。 他写道：“小时候田野有一只特立

独行的猪，后来稍不留神，它就钻进草丛里面，仅能看

见一颗极简主义的光头。 于是，常想假如我有一双翅

膀，即使一支塑料翅膀，一支纸板翅膀，或者也可赠予

它一支，浇灌那颗光秃秃的种子发芽。 人生就像传送

带一样不停旋转流逝，用一点热血去实现祈愿，或者

有一天，Madao 终于开花了。 ”

坚持数年 相约表哥一起献血

曾繁浪医生是在广州血液中心工作的一名医生，

入职三年， 献血对他来说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在一线工作的他深知血液的紧缺和珍贵， 所以每年

都会坚持定期献血。 但这次献血特别的是在 2019 年

的第一天， 表哥特地从东莞开车过来与他一起献血。

“每隔半年， 时间一到， 表哥就会跟我一起相约献

血， 不知不觉已经坚持了好几年， 以后还会继续

的。”

“资深”献血者动员全家人献血

董进取先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 前几年，他动

员了太太、大儿子和女儿在元旦放假期间回广州时一

同献血， 日前他陪同太太到献血屋献

血，“过两天就回老家过年了，前几天我

也赶在回家前献了一次。 ”他表示，最小

的女儿虽然没在广州献过，但是在外地

也有参加无偿献血，“我们一家五口都

非常支持祖国的无偿献血事业。 ”

个人无偿献血典型案例

为了保障急救用血的需要和安全，“献血淡季”需要更多的人来献血。

▲

献血者董进

取及其家人。

荨

日前，董进取陪妻子到献血屋献血。

卢灿杰在

2019

年的第一

天就去献血。

医生曾繁浪已坚持献血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