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２０22．6.21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新闻 NEWS

广州这群“熊猫侠”，让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2022年高考落下帷幕，志愿
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近期关注
的焦点。 6月 14日，夸克 App联
合中国教育在线发布《2022高考
志愿趋势报告》。 报告显示，在今
年的热门专业榜单中，法学超过
计算机，成为搜索热度最高的专
业；成都、重庆等西南地区城市
人气飙升；80后加入高考家长大
军，帮助孩子一起选志愿。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
到 1193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在
志愿填报环节， 每位考生对城
市、专业及未来发展的选择都不
尽相同，如何更高效地筛选出目
标学校和专业，不亚于另一场高
考。 为此，《公益时报》联合夸克
发起“暖芒计划”助学活动，为乡
村考生免费提供“专家志愿辅
导”和“志愿助力包”。

智能工具辅助报考决策

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顶级名校，很多宝藏大学也成为
了考生的新选择。 数据显示，西

南大学、西华大学、海南大学、成
都大学、华北理工大学等学校的
人气开始飙升。 重庆、成都等城
市凭借独特的生活气息和新兴
产业成为这届考生的新宠。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
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陈志
文表示， 西南地区城市人气飙
升，一方面是 80 后父母和 00 后
考生在报考观念上发生转变，新
一线城市在生活环境和引才机
制、就业待遇等方面对他们更有
吸引力。 另一方面，部分优质高
校在专业设置、教学质量以及科
研水平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更
容易吸引来自全国的学子报考。

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考生
家长跟孩子一起参与到报志愿
环节。 过去两年，使用夸克高考
服务的家长数量增长 2 倍，其中
80 后家长的热情度最高。 他们
偏爱海南大学、西南大学、西华
大学这样兼具生活气氛和学术
能力的潜力高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是 80 后父母眼中最吃香

的专业。

夸克高考产品全面升级

据悉， 夸克 2022 高考信息
服务进行了产品上的全面升级，
聚合新、 老高考的最新招录数
据，覆盖上千所本科、专科高校
的招生、专业等信息。 智能选志
愿功能可以根据考生的个人偏
好，提供冲、保、稳三类报考参考
建议。志愿表支持一键添加志愿
及导出，方便整理比对。目前，用
户可以访问夸克“高考频道”或
搜索“高考”使用相关服务。

在内容层面，夸克高考推出
的高考锦囊，聚合实用信息和院
校榜单，以一张图的方式让考生
读懂报考干货，其中《理学类有
哪些人气较高的专业》《工学类
有哪些人气较高的专业》《极具
“钱” 途的本科专业》《文学类有
哪些人气较高的专业》《极易混
淆的专业（理工版）》等跟专业相
关的内容最受考生关注。

夸克联合部分高校、中国教

育在线以及张雪峰等专家，以免
费直播的方式为千万考生提供
最新的政策解读和志愿填报技
巧。 张雪峰、晨雾、何运晨、蒲熠
星等知名专家和学霸化身夸克
高考志愿官，分享填报经验和技
巧，更好地辅助考生报考决策。

“基于对考生和家长在选择
志愿过程中遇到的痛点， 夸克持
续提升信息处理和数据计算能
力。 ”夸克 APP产品经理夏雅曈
表示，今年，夸克高考服务的数据
覆盖和精准度上更加全面， 通过
专家直播、可视化数据、内容专题
等多种方式， 给考生提供更易于
理解的参考信息，提升报考效率。

缩小信息鸿沟服务乡村考生

随着报考时间的临近，海量
的院校和专业信息让考生和家
长更加难以抉择。《公益时报》联
合夸克发起“暖芒计划”助学活
动，为乡村考生免费提供“专家
志愿辅导”和“志愿助力包”。

目前，“暖芒计划” 已经落地

河南、 安徽等高考大省的部分城
市， 为当地考生及家庭提供志愿
填报方面的帮助。后续，中国教育
在线志愿辅导专家和张雪峰等专
家免费推出多场不同主题的线上
志愿辅导直播， 根据乡村考生的
实际情况进行答疑解惑。

发起方代表、《公益时报》记
者张明敏表示，“数字化时代来
临，互联网满足了乡村考生对信
息服务需求，但面对网络上的海
量信息，又增加了他们筛选信息
难度。当高考这样的人生关键决
策来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依旧
存在。暖芒计划助学活动希望通
过互联网产品、志愿专家提供高
效的决策辅助，帮助乡村考生拥
抱更广阔的世界。 ”

“夸克连续四年坚持免费、
普惠的高考志愿服务，源于自身
的产品特质和能力，更有一份沉
甸甸的社会责任。 我们希望用
AI 技术的力量， 力所能及地帮
助年轻人连接广阔的世界，拥抱
美好的人生。 ”夸克 App 产品经
理夏雅曈说。 （皮磊）

缩小信息鸿沟服务乡村考生
《公益时报》联合夸克发布“暖芒计划”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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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广州血液中心，
因为我们的志愿者

定期无偿献血，像 RH 阴性血这
样的稀有血型已经不再 ‘稀有’
了。 ”广州市稀有血型志愿协会
副会长王馨妮告诉记者 ， 每到
“世界献血者日”，协会都会组织
各类宣传活动，宣传“熊猫血”知
识，号召市民无偿献血。

在我国，携带 RH 阴性血者
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三左右。 因
这种血型稀有 ，常被称作 “熊猫
血”。 2017 年 9 月，广州稀有血型
志愿协会在广州市民政局注册，
并于 2 个月后正式成立。 近 5 年
来，协会共有 191 名志愿者参与
突发事件的献血，先后完成对 86
名 患 者 的 救 助 ， 累 计 献 血 量
64700ml。

他们因血液稀有“抱团”

在天河城上班的“熊猫侠”
黄留成献血的习惯早已坚持多
年。 每到“世界献血者日”，他都
会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宣传献
血的重要性， 他笑着告诉记者：
“我儿子特别为我自豪， 逢人就
说自己爸爸是‘国宝’。 ”

实际上，大部分“熊猫侠”发
现自己是“国宝”，都是在偶然状
况下。

“我是直到怀孕时，才知道
自己身上流的是 RH (- )A 型
血。 ”王馨妮告诉记者，她上大学
时经常献血，但那时并不知道自
己流着稀有血液，等怀孕后她到
某医院做产检时，医生才告诉她
身上的血是 RH 阴性的，因为血

型稀有，医院没有接生条件。
“当时我一下子感觉特别无

助。 我到网上搜一些 RH 阴性血
的知识，后来我发现广州血液中
心有一个稀有血型的群，在群友
的建议下，我就转院到番禺的一
所医院。 ”王馨妮告诉记者，RH
阴性血在外国人中比较常见，当
时她转去的那家医院由于接待
外国人比较多，也有相应的血型
库存，王馨妮最终顺利生产。

如今担任协会 RH (-)A 型
救援队队长的吴思华同样是在
怀孕时检查发现了稀有血型。 她
告诉记者：“我是在 2011 年怀孕
时发现的，医生告诉我，生产时
必须要备血，但当时我身边一个
相同血型的人都没有，心里紧张
极了，还好生产比较顺利，并没
有需要输血。 知道自己血型特殊
后， 我每半年都会去献一次血，
后面了解到广州有稀有血型志
愿协会，于是就加入进来。 ”

一声令下，大家“蜂拥”救人

协会成立后，助人、救人成
了第一要务。 王馨妮告诉记者，
协会的公众号上有各个救援队
队长的电话，通过网络，也可以
搜到协会相关的邮箱。 协会刚成
立的几年， 每当收到求助信息，
她都会第一时间发到志愿者群
里，“每次信息发出去后，场面都
很热烈，好多志愿者争先恐后地
要冲在第一线。 每次我看到这样
的情景都特别感动，若有的志愿
者因为住得比较远或者回复慢
了没有登记上助人名额，还会埋

怨我。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无私
奉献。 ”

王馨妮印象最深的一次救
援发生在去年 12 月份。 当时，一
名外地来的妇女在流花湖附近
的一所医院内准备做胰腺癌手
术，但术前检查发现她携带的是
RH(-)A 型血，医院没有相关备
血，手术迟迟无法开展，“当时这
个妇女的儿子已经等了两三天，
情绪处在崩溃边缘，最后通过网
络求助到我们， 我立刻发起号
召，最后我们 4 个志愿者一共为
她捐献了 1600ml 血液。 ”

让黄留成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 2018 年的一次救援。 他告诉
记者：“当时我们接到了一个电
话，是一位南京的女孩，她的外
国男友因为肠壁破裂出血，急需
手术和输血，但因为他身上流的
是‘熊猫血’，这对小情侣找遍当
地的医院和血液中心也没有找
到配对的血型，无奈下通过网络
找到了我们。 等他们来到广州
后，我们立刻组织了三名志愿者
为这位外国人献血，最终让他转
危为安。 ”

“不图回报”是原则

尽管时常遇到突发献血任务
需要放下手头的生活和工作，但
这群广州“熊猫侠” 一直无怨无
悔、不图回报。 王馨妮告诉记者，
协会成立伊始，“无偿献血” 就是
一条铁律。 尽管受助者及其亲属
常常想给予物质回报， 但他们一
概善意地回绝。在他们的鼓励下，
一些曾经的受助者也加入了协

会， 捐献“熊猫
血”帮助其他人。

“目前，协会
的运转几乎都来
自 会 员 们 的 会
费。 ” 王馨妮介
绍， 每年协会会
向会员收取 100
元的会费。 会费
主要用于补贴外
出救助志愿者的
交 通 费 和 营 养
费。“‘熊猫侠’们
来自广州的各行
各业， 目前的经
费基本可以维持
协会运转， 但我
们没有足够经费
聘请一位专职工
作人员开展日常
工作，以至于宣传力度不足。 ”

而志愿者们的善举都获得了
家人的大力支持。“今年在我孩子
18 岁生日当天，我带着孩子去无
偿捐血车捐了一次全血， 我想让
孩子感受一下， 妈妈平时一直是

在做公益的；在我的带动下，我的
爱人也跟我一起去献血。 我们背
后离不开家人的鼓励， 我们希望
创造更多的机会去救助患者，多
做一些公益。 ”吴思华说。

（据《广州日报》）

王馨妮正在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