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 6 月 14 日世界献血者日前夕，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发起
“为献血英雄画像”活动，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为每一位
参与成分献血的献血者提供现场素描画像，提倡公民积极无偿献血

我国无偿献血取得显著成绩
全国无偿献血人次从 1998年的 32.8万上升到 2017年的 145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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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坚持献血 15 年的献血者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稀
有血型爱心之家的成员肖强是
一名坚持献血 15 年的献血者，
已经献血全血 21 次，有 7400ml，
捐献 9 次成分血， 共计 16 个单
位。

“献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
是稀有血型，第一次献血是因为
我爱人，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
她鼓励我去献血，我记得是冬天
吧，献血车上面贴着缺血，其实
我有点害怕，然后就走上了献血
车。 ”肖强回忆道

第一次献血之后，红十字会
血液中心就给肖强发函，告诉肖
强他是稀有血型，让他参加稀有
血型爱心之家。

“这个时候我身上就有一份
责任了。 第一次我献血献了 200
毫升，也是献着玩的感受，后来
不一样了，我每一次献血不低于
400， 每次都是 400 或者是血小
板，有一份责任，因为我们来献
血的话一定是有人急需。“肖强
表示。

肖强主动报名成为了稀有血
型爱心之家应急献血队伍中的一
员。“只要有病患需要，稀有血型
爱心之家就会发出应急献血召集
令， 我们经常在工作日接到应急
献血求助电话。我的手机 24小时
都是开机， 就怕错过一次紧急的
求助电话， 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
身在北京， 每次我都会请假参加
应急献血。 工作可以加班加点的
赶上， 和死神赛跑的爱心接力中
我们不能缺席。 ”肖强表示。

对于家人是否支持的问题，
肖强特别强调：“我家人非常支
持我，最早父母可能感觉怕我身
体有问题，后来跟他说，他也觉
得没啥。 有一次我爸爸过生日

嘛， 一打电话就说急需用血，说
我菜都点好了不能吃饭，然后就
来献血。我爱人特别支持，去年 6
月 6 日我孩子出生的第二天，我
就过来给一个小女孩献血，因为
这次献血，那位小女孩现在已经
康复了。 ”

“虽然我不知道病人都叫什
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但只要
我的血液能够帮助病患重获健
康，我就感到非常地开心。 我的
岁数不小了，但是在未来的日子
里我会持续献血，直到我不能献
血为止。 ”肖强强调。

1-5 月份无偿献血人次
596.5 万

像肖强这样的献血者在我
国还有很多。 1998 年 10 月 1 日
《献血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
确立了无偿献血制度。

经过 20 年的发展， 我国无
偿献血制度全面建立，血液管理
制度体系和血站采供血服务体
系日益完善， 血液供应能力、血
液安全水平和临床用血水平显
著提高。

我国已经建立了横线到边、
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血站服务
体系。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设
置血液中心 32 个，中心血站 321
个，中心血库 99 个；固定采血点
1380 个，比 2012 年增长 41.3%。

据周长强介绍，全国无偿献
血人次从 1998 年的 32.8 万上升
到 2017 年的 1459 万， 献血量从
1998 年的 400 万单位（800 吨）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2478 万 单 位
（4956 吨），献血量增加了 5 倍之
多。 2015 年底实现血站核酸检测
全覆盖，有效缩短了疾病传播的
“窗口期”，血液供应和安全得到
有效保障。

今年 1-5 月份，全国无偿献

血人次和献血量持续增长，无偿
献血人次达到 596.5 万， 采血量
达 2065 吨，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
长 3.6%和 5.2%，其中机采血小板
达到 43.8 万人次，采血量 71.3 万
治疗量， 较 2017 年同期分别增
长 7.6%和 10%。

2017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全球血液安全与供应报告》指
出，中国在无偿献血总量、自愿
无偿献血比例、血液质量安全水
平、血液报废率、临床合理用血
水平等方面，血液安全供应水平
位居全球前列。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我
们认为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
主导、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这
充分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也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 ”周长强强调。

据周长强介绍， 下一步，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会同相关
部门按照“科学发展、统筹协调、
公平可及、安全有效”的原则，推
动各地深入贯彻落实《献血法》，
进一步完善无偿献血法制和长
效机制建设，强化无偿献血宣传
动员，健全血液保障制度，全面
推进临床合理用血，争取到 2020
年献血率达到 15/千人口， 临床
用血 100%来自于自愿无偿献血，
血液安全和临床合理用血水平
进一步提升。

多项措施鼓励无偿献血

尽管我国无偿献血工作已
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血液
保障能力基本可以满足临床需
要，但这是一种“紧平衡”状态。

周长强表示，近年来，随着
健康中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人均
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带来的人
口老年化，二孩政策全面实施带
来的大龄高危产妇数量增加，医
疗保障水平提高带来的医疗服
务量持续增长等，对血液供应安
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了鼓励无偿献血，国家推
出了一系列鼓励措施，据周长强
介绍，主要有以下措施：

第一，国家建立了无偿献血
的表彰奖励制度，每两年对献血
量达到累计 4000 毫升以上的无
偿献血者要进行表彰。 到目前为
止，有 82 万人次获得了这个奖。

“今年我们正在开展 2016
到 2017 年的无偿献血的表彰，
估计大约会有 39 万人次在这一
期的表彰中能够获得奖励。 ”
周长强表示。

第二，在提升对献血者的服
务方面， 一是通过增加献血点、
献血屋，合理布局采血点，来方
便献血者就近献血，二是以献血

者为中心，改善服务流程，规范
服务行为，增加献血者在献血过
程中舒适感。

第三，加强信息公开，简化
血费报销的流程，提高献血者的
满意度。

第四，国家也实施了一些献
血者和亲属优惠用血的政策，按
照《献血法》的规定，无偿献血者
是享有无偿用血的权利，配偶和
直系亲属也根据各地的规定享
受相应的用血优惠政策。 各地根
据《献血法》出台了一系列的优
惠政策，比如说上海、江苏、广东
等地通过立法规定了献血者可
以优先用血。

此外，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地
方的鼓励政策。 比如说江苏、浙
江就规定对获得无偿献血奉献
奖的献血者实行三免政策，免公
交车票、 免政府办的公园的门
票、免医院的挂号费。

“不在于多少钱的问题，是
体现了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
重。 ”周长强强调。

开展“世界献血者日”
宣传活动

无偿献血需要全社会的广
泛动员和参与，是一项社会性很
强的工作，社会宣传动员尤为重
要，只有让公民更多的了解无偿
献血，才能理解、支持并积极参
与到无偿献血中来。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每
年的 6 月 14 日确定为“世界献
血者日”，并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旨在感谢那些为拯救生命而捐
出热血的无偿献血者，鼓励更多
的健康适龄公民参加无偿献血，
保障血液安全供应。

6 月 14 日是第 15 个“世界
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为他
人着想 捐献热血 分享生命”。

为了倡导无偿献血，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三部门联合印
发了《关于组织开展 2018 年“世
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的通知》，
要求各地要全面推进自愿无偿
献血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献血
者队伍，重点做好固定献血者队
伍、应急献血者队伍和稀有血型
献血者队伍建设和维护工作。

《通知》强调，各地要指导血
站持续开展改善献血服务行动，
以献血者体验为中心，改进献血
环境，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献血
流程，全方位提升无偿献血服务
水平。

各地要切实解决献血者反
映的“献血容易用血难”的问题，
简化临床用血报销程序，加快建
立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出院时直
接报销用血费用制度。 不断完善
献血者激励机制，依法开展无偿
献血表彰工作，探索将献血记录
与个人、 单位征信体系有效结
合。 深入推进血站信息公开，及
时回应社会关注。

“希望全社会积极关注和参
与到无偿献血中来，健康适龄的
公民能够伸出你的胳膊，捐献出
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
的生命，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自
己的贡献。 ”周长强强调。

� � 我国无偿献血人次从 1998 年的 32.8 万上升到 2017 年的 1459 万， 献血量从 1998 年的 400 万单位
（800 吨）提高到 2017 年的 2478 万单位（4956 吨），献血量增加了 5 倍之多。

6 月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举办“无偿献血”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周长强介绍了我国无偿献血取得的显著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