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献血者日侧记

献血

志愿无偿献血（Voluntary
non-remunerated blood do鄄
nation，VNBD） （台港称为捐
血） 是指献血者自愿捐献全
血、血浆或血液成分 ，而不收
取任何报酬 （但在一些情况
下会赠送纪念品）。 与有偿献
血相比较 ， 无偿献血的血液
质量可以得到保证 ， 有利于
受血者的健康和安全。

志愿无偿献血是确保安
全的血液和血液制品战略的
基础。 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教

育、 志愿者招募/维持活动仍
旧面临人员和资源的严重不
足，有偿献血和家属献血的情
况仍占很大比例，仅有 25%是
无偿献血。

一个健康人的总血量，约
占体重的 8%， 一个成年人的
总血量约为 4000～5000 毫升。
一个人一次献血 200～400 毫
升只占总血量的 5%～10%，献
血后储存的血液马上会补充
上来，不会减少循环血容量。

（据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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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应该献给平常的每一天”
� � 6 月 14 日，家住北京市朝阳
区静安庄附近的李菲菲起了个
大早，一番梳妆打扮后，空腹乘
车径直来到位于北京三元桥老
国展附近流动献血采血点，这位
北京林业大学矿产资源专业的
19 岁大一新生说她要在今天做
出件让自己骄傲的事。

登车、遵照医嘱、挽起右袖、
平躺，李菲菲闭起眼睛将头扭向
侧方， 长长的针管插进右臂，红
红的血液流入血袋。

“啊———疼”,“你是第一次献
血吧，捏着球、放松，一会就好。 ”
护士说着。 李菲菲“嗯”了一声没
再吭声。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
记者问。“当然， 是世界献血者
日，今天对我特别有意义。 ”李菲
菲笑答。

这是早上记者在北京市朝
阳区三元桥老国展门前的无偿
献血车上看到的一幕，当天上午
有不少人自发来到这里参加无
偿献血。

6 月 14 日，是第九个“世界
献血者”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无偿献血宣
传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每一位
献血者都是英雄”。

民间热情有限

下午三至四点，记者分别询
问了西单采血屋、西单图书大世
界两家采血点采血量，得到答复
为 114 和 124 个单位（200cc/单
位）。

“这个数字与平日相比有一
定增长，但幅度不是太明显。 今
天是星期四好多人都上着班呢，
周六、 日两天人可能会多一些，
但也只在一百出头徘徊。 今天是
世界献血者日，人数和周末差不
多。 ”西单采血屋科长薛建江告
诉记者。

北京市血液中心的庆祝活
动选在西单文化广场举办，硕大
的展牌将广场周边圈起，圈内以
两条红毯垂直相交象征国际红
十字， 中间凸显出英雄二字，圈
外立起大型签名墙供“英雄”们
书写豪气。

记者看到西单采血屋屋口
献血者不断，不少人在还没等协
助医生献血的志愿者问完，就直
奔献血区。

“您这不检查下， 直接献
血？ ”记者问着一位在京做生意
的山东人郭得意。“没事，之前在
老家献过多次，来北京二年了也
献过，身体好着呢。 今天日子特
殊一定要赶上。 ”但郭得意的激
动并没为他的献血进程提速多
少，随后还是在医生的抽血化验
证明合格后，郭得意才得以献血
成功。

“献血一定要有严格程序
的， 这样才是对自己和他人负
责。 ”西单采血屋一位护士说。

西单采血屋内 4 个采血位
都坐满的人，医务人员轮换着采

集血样，另外的医护人员叫着下
一个献血者名字。

西单图书大世界门前的采
血车上，后部采集点 3 个座位都
坐了献血者，医务人员紧张地在
为每一位献血者采集，车前部并
排坐着 5 个捐血者，他们刚刚验
血合格等待献血，车下方也不断
有人前来咨询采血事项。

在广场上，首都无偿献血志
愿者协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 从 2008 年成立至今已经无
偿献血志愿者质量和数量正稳
步上升。 记者注意到该协会里有
一名北京高校学生， 从 2009 年
12 月 12 日起至今已有过 21 次
献血记录。

据西单采血屋科长薛建江
告诉记者，平时周一至周五每天
差不多有 70-80 名献血者、周末
约有 100 余名，照此计算一个采
血点献血人数每周约为 500—
600 人。 记者在查阅由北京市献
血办公室印制的《献血指南》后
发现，北京市血液中心旗下有近
30 个采血点， 负责供应全北京
70%的用血。 如每日献血基数变
化不大，照此推算北京市血液中
心采血量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用血状况反差大

但就这样一个捐血数字还
是不能满足用血需求。

根据卫生部提供数据显示，
2011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血液采
集量增幅为 5.8%，与往年相比增
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
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
了绝对下降。 近年来，全国采血
量年均增长 12.6%， 仍然不能完
全满足临床用血需求。

据之前有媒体报道，有很多
医院手术临床用血都出现短缺，
致使患者不得不延后手术等待
血袋。

6 月 1 日，34 岁的陈志云在
北京遭遇交通事故，抢救性的开
颅手术持续了 5 个小时，其中一
半的时间是在“等血”；6 月 7 日，
沈阳一位主任医师无奈地宣布

“今日血荒， 大手术全停”；6 月
12 日夜里，北京友谊医院外科医
生孟化在微博上疾呼“救救孩
子”， 一个孩子急需血浆及血小
板，“以度过急性期，否则后果不
堪设想”。

32 个血液中心、323 个中心
血站和 99 个血库共同组成了当
下中国的采供血系统。

北京市血液中心业务科刘
长利稍早前对《公益时报》记者
表示，北京的医疗资源相对其它
地方是最集中、最突出，临床用
血这十几年来都是全国排第一，
比其它地方高很多。 去年北京临
床用血是 130 多吨。 这 130 多吨
血有 60%以上都是用于在京居住
6 个月以下的外地患者， 大量患
者涌入就诊使北京用血紧张。

另外， 这还与献血者人群、
时间也有关系，血液来源主要是

街头采集，农民工和高校学生是
献血主要群体，受天气和寒暑假
期影响，每年春节前后和夏季 7、
8 月份开始出现用血紧张。

“主要是献血数量少了，加
上大量患者想在假期进行手术，
必然导致临床用血不够。 ”刘长
利说。

与此同时有媒体也报道，新
医改也是血荒的推动因素之一，

“原先一些需要大笔费用、 大量
用血的病，如肝脏移植，新医改
后都能治疗了， 血荒也就加剧
了。 ”血库业内人士说。

民众意识仍有待提高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记
者问刚来到这里的中国食文化研
究会李留柱。“不知道，我下班从这
路过，不过我是来献血并参加志愿
者组织。 ”李留柱腼腆地答道。

记者在西单采血屋和西单
图书大世界门前采血点随机询
问了 10 名前来献血者，其中有 7
人不知道 6 月 14 日为“世界献
血者日”， 有 3 人表示以前献血
时就知道。

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协会从
2008 年成立至今已经招募大量
无偿献血志愿者， 面向社会宣
传、招募、服务、关爱着无偿献
血者， 首都无偿志愿者志愿者
数量正在稳步增长。

早前卫生部医政司分管血
液管理工作的郭燕红副司长向
媒体表示，我国无偿献血的基础
比较薄弱， 最新统计的结果显
示， 我国大陆 2011 年人口献血
率只有 9‰。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一个国家人口献血率达到 10‰

—30‰的水平，才能基本满足本
国临床用血需求。 目前，香港和
澳门的人口献血率分别为 30‰
和 23‰，高收入国家为 45.4‰。

同时郭燕红还坦言，我国尚
未形成无偿献血的良好社会氛
围，部分群众甚至仍存在“献血
有害健康”的认识误区。 此外，个
别特殊时间造成的消极舆论也
误导了群众。

《公益时报》与搜狐网近期
联合推出《益调查》：“是否担心
血荒成常态化”。 调查提及现阶
段大家是否愿意主动无偿献血
时，75.44%的网友不愿意，他们
表示对现行的献血机制并不满
意，也缺乏信任。但也有 13.58%
的网友表示非常愿意， 会去无
偿献血。 有部分网友表示愿意
无偿献血， 但平日里想不起来
献血，也许真的是“血到用时才
想起”。

记者在离开当天庆祝“国际
献血者日”活动现场时，恰巧碰到
了来自埃及的四口之家在英雄墙
上签名，男主人埃塔（音译）表示，
“这个节日在埃及很普及，献血应
该献给平常的每一天”。

� � 为鼓励更多的健康人
无偿献血，宣传和促进全球
血液安全规划的实施，世界
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
组织联合会、国际输血协会
决定从 2004 年起， 将每年
的 6 月 14 日定为 “世界献
血者日 ”。 2011 年主题为
“捐献更多血液， 挽救更多
生命”，2012 年主题为“每位
献血者都是英雄”。

32 个血液中心、323 个中心血站和 99 个血库共同组成了当下中国的采供血系统 （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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