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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经历丧父之痛

东莞小伙捐赠干细胞救患者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叶惠涛 叶倩娴

“失去一个亲人是很痛苦的，我不

愿别人也同样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

只要有一线希望， 都应千方百计去挽

救一个宝贵的生命。 ”当记者见到周腾

伟时， 刚捐赠造血干细胞归来的他气

色恢复得不错。

据了解， 周腾伟是东莞市第 53

位，大朗镇第 5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5 月 15 日，大朗镇副镇长魏建坤，大朗

镇社会事务局相关负责人， 水平村委

会等前去慰问周腾伟， 对他的善行表

示支持和鼓励。

不愿别人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

1995 年出生的周腾伟是家中的长

子，从小很有爱心。 2017 年周腾伟随同

父亲一起到东莞创业， 成立了一家自

己的公司。“我第一次捐血是在 2015

年，当时看到报道称，中华血液库各型

血液稀缺， 没有考虑太多， 看到捐血

车，就上去了。 ”他并加入了中华骨髓

库。

今年 2 月份，噩运降临这个家庭，

52 岁的父亲因胃癌去世了。 家中失去

“顶梁柱”，母亲带着两兄弟悲恸不已。

作为家中长子， 周腾伟一夜之间仿佛

成长了许多。

当周腾伟还在老家为父亲处理后

事时， 突然接到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

称，经中华骨髓库配型确认，周腾伟的

干细胞血型与一名幼儿白血病患者血

型相匹配，希望他能够捐献。 周腾伟在

电话这头毫不犹豫回应“好的”。“完整

的家庭才是幸福的， 希望每个家庭都

能够幸福。 ”周腾伟说。

他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得知消息后， 周腾伟迅速把这件

事告诉了母亲，也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一开始比较担心对他的身体有影

响， 后来听了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详

细介绍后，就很放心了，也十分支持

他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周腾伟的妈

妈边说边情不自禁地向儿子竖起了

大拇指。

5 月 8 日， 周腾伟来到广州南部

战区总医院， 进行五天时间的抽血化

验。 5 月 13 日，身体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的周腾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为患

者送去生命的火种。

“他就是我们的英雄， 勇敢、 无

畏。 不但是家里的顶梁柱， 还是我们

公司的顶梁柱。” “我们都非常佩服

他！” 同事们得知自己的老板周腾伟

那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勇气和担当， 纷

纷翘起了大拇指。 连他的弟弟都说：

“我长大后也要变成哥哥一样。” 周腾

伟透露， 长达 3~4 个小时的捐赠干细

胞的过程， 除了一开始打动员针时，

骨头会有暂时的酸痛的感觉， 后来献

血过程毫无感觉。 “希望病人早日战

胜病魔， 也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能够

加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队伍中来， 让

更多的患者重燃生命希望。” 周腾伟

说。

日前， 东莞南城举行欢迎会，对

市民张子东捐献造血干细胞胜利归

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据悉，他是南城

第 4 位捐献者。

欢迎会上，红十字会为张子东和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分别颁

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和感谢

信，南城街道党委委员张小燕代表街

道赠送了东莞本土知名书画家张群

炎为张子东书写的“德厚流光”书法

作品等纪念品。 张小燕表示，街道要

掀起向张子东学习的热潮，让更多适

龄群众加入捐献队伍中，用可再生的

造血干细胞，挽救不可再生的生命。

当天，张子东分享了自己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经历，呼吁大家科学对待

造血干细胞捐献行为，加入中华骨髓

库， 让血液病患者多一份生的希望。

据悉，90 后的张子东目前在南城一家

保险公司工作，从大学开始，他就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 到东莞工作后，他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4 月 29 日，张子

东在广州南部战区总医院为一名素

不相识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捐献

造血干细胞， 成为南城第 4 位捐献

者，也是东莞第 52 位捐献者。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

讯员 南城宣

近日，广东省九洞森林公园

（银瓶

山森林公园三期项目）

建设启动仪式在

樟木头

簕

竹排自来水厂门口的工地现

场举行。 广东省林业局局长陈俊光、东

莞市副市长刘炜、樟木头镇党委书记周

伟森共同启动广东省九洞森林公园项

目开工仪式。

启动仪式上，东莞市林业局总工程

师徐正球介绍了项目概况。 据悉，广东

省九洞森林公园是省市共建的第一个

森林公园，是东莞市城市品质三年提升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银瓶山森

林公园三期项目的统一规划和建设。

据介绍，银瓶山森林公园三期项目

分樟木头、清溪和谢岗三个景区开展建

设。其中樟木头景区由广东省樟木头林

场、樟木头镇提供生态资源，由银瓶山

森林公园具体开展建设。 景区占地

26.69 平方公里， 区位优势及交通条件

良好，周边交通路网较为完善；景区内

物种丰富、生物多样性高，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入口服务区， 近 10 公里的环湖

绿道及森林游憩区等。

九洞森林公园项目主体工程预计

今年完成， 争取明年国庆节对外开放。

之后还将陆续开工清溪景区、谢岗景区

项目建设， 计划在 2022 年底前全面完

工。所有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提升银瓶山

森林公园的管理服务水平、有效加强生

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魏洪东 蒋鑫

四月下旬以来，股市遭遇明显回

调。 如何在剧烈振荡中寻找机会、减

少损失乃至实现资产稳健增值？ 中银

基金建议，投资者不妨选择合适的指

数型基金进行定投。 基金定投即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 只要严守投资纪律，

坚持足够长的投资时段，就可熨平波

动，更能省去择时进出的精力，是懒

人投资的法宝。 对有固定周期闲置资

金和长期投资目标的稳健型投资者

来说， 基金定投特有的复利效应，更

有助于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

相关新闻

南城小伙

捐献造血干细胞

樟木头九洞森林公园建设启动

占地26.69平方公里，预计明年国庆对外开放

【资讯】

中银基金：选择指数基金定投积极应对振荡市

4 月下旬以来， A 股出现大幅调

整， 尤其 5 月开门就迎来大跌。 大

多数基金在这轮调整中未能幸免，

净值随之回调。 天弘基金旗下主动

股票型基金天弘文化新兴产业却表

现坚挺。

Wind 数据显示， 天弘文化新兴

产业单位净值在 4 月 24 日达到历史

高点 1.3862 元，在这轮调整中，其净

值最低探至 1.2713 元， 而到 5 月 16

日， 单位净值又回升至 1.3840 元，距

离历史高点仅一步之遥。

股市跌净值涨

天弘文化新兴产业成立以来实力抗跌

近日，海通证券最新一期《三年

期综合系列基金评级》新鲜出炉。 凭

借优异的权益投资业绩，景顺长城基

金再获股票投资能力五星基金公司

评价。这是 2018 年以来海通证券公布

的六期榜单中，景顺长城是少数几家

六次蝉联最高星级评价的基金公司。

蝉联意味着投研能力的持续稳

定，但难能可贵的是，景顺长城参评

的主动权益产品数量从最初的 36 只

到最新的 44 只，参评数量始终是最多

的一家。

六度蝉联五星评级

景顺长城权益投资能力行业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