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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 月 16 日刊登“血库‘告
急’盼爱心”稿件之后，记者 27日从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获悉，受省会高
校陆续开学、气温有所回升等因素
的影响，献血人数逐渐增多，但血
库 缺 血 状 况 仍 没 有 得 到 根 本 缓
解。那么，血库为何频频告急？应
对“血荒”，需要建立怎样的长效机
制？记者对此采访了有关人士，并
进行了多方调查。

季节性缺血加剧“血荒”

9月 28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郑州老汽车北站的一处采血点。不
到一个小时，大约 15人陆续走进采
血车献血，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

“最近天气好转，献血的人多
了起来，每天来 30 多人是正常，最
多时一天有六七十人。”该采血点
负责人夏玉杰说。

据了解，2013年郑州无偿献血
共 17.2万人次，采集全血 57.48吨，
机采血小板 27953个单位（200毫升
一个单位）。今年前八个月，郑州无
偿献血 12.5万人次，采集全血 41.72
吨，同比增长 7.62%；机采血小板
21601个单位，同比增长 18.79%。

无偿献血的人数在增多，可血
库为何还是告急？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无偿献血招
募办公室主任郭俊勇告诉记者：“每
年春节前和七八月份，由于天气原
因、学生放假、农民工返乡等因素，
使得这两个阶段血库库存十分紧
张，客观上造成了季节性缺血。”

另据郭俊勇介绍，学生、农民

工是郑州无偿献血的主力军，这也
反映出郑州市献血人群结构不合
理。据了解，每到血库“告急”时，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都会将采血车
开进医院、机关或企业，动员职工
献血应对“血荒”。郭俊勇说：“要
想从根本上改变季节性缺血的局
面，就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献血人
群结构，有一支庞大、稳定的无偿
献血者应急队伍显得至关重要。”

临床用血压力增大

城市“缺血”让人心焦，直接受
影响的就是医院的临床用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
内科主治医师王茜告诉记者：“平
时医院要接诊来自全省各地的患
者，像心胸外科、骨科、产科等手术
用血压力就很大，尤其在寒暑假是
用血高峰期，每到此时就只好按患

者病情轻重来安排手术。”
“相比献血群体的季节性特点，

医院临床用血量逐年增加是造成血
库告急的一个重要原因。”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采血二科科长张淑琴说，
有关资料显示，郑州连续多年临床
用血量增幅在 8％以上。

张淑琴给记者做了个计算，省
红十字血液中心承担着省会 61 家
医疗单位的临床用血任务，每天大
约需要 1000～1200 个单位的供血
量才能保证临床用血，这就需要每
天大约 700～900人参加无偿献血。
可近期全市每天献血人数只有 400
多人。“血液采集量远远满足不了临
床用血的需求，使得血库频频告急，
缺血状况一直未缓解。”面对这一现
状，业内人士都表示十分焦急。

此外，血液采集渠道主要来自
街头流动采集，而采血车也常常遭
遇无处停放的困境。据夏玉杰介

绍，郑州市区 6辆采血车每天早晨 8
点从血液中心准时发车，前往固定
采血点。“上班高峰期堵车本就让人
心烦，可我们还经常会遇到因场地
临时有事不让采血车停靠的尴尬。
这样一来，采血车就要花时间在街
上到处寻找人流密集、有大片空地、
还要场地醒目的地方。”夏玉杰说，

“采血点不能在固定地点停靠，对外
公布后就会让市民跑了很多冤枉路，
而且血液保存时间不宜过长，实在不
想因为停车问题耽误了市民献血。”

献血机制亟待完善

血液作为一种“特殊的药品”，
为挽救生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目前血液尚无法用人工制造
或其他物质所代替，因此医疗所需
的血液，只能靠人们爱心捐献。

记者通过对郑州老汽车北站、

国贸 360 广场、郑东新区宝龙广场
等地随机采访发现，对于无偿献血
带来的好处，多数市民耳熟能详，
年轻人普遍表示愿意参加无偿献
血。但也有少数市民对无偿献血
后的有关事项提出疑问。

首先，关于“无偿献血，有偿使
用”的问题令不少市民担忧。对此，
张淑琴向记者作出详细解释：“根据
我国《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的血
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因此，
血液本身是无价的。临床用血的相
关费用来自血液的采集、储存、分
离、检验、冷链运输等费用。”

其次，“一次献出的血液能否
全部派上用场、是否会有浪费”的
问题也是市民提问较多的。据血
液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血站对采集
的血液要进行严格检测，发现不合
格血液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程
序进行规范处理，合格血液将全部
用于临床。另据河南省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娄平阳介绍，在
手术期间，医生还要对患者输入的
血液进行跟踪式检测，因此血液浪
费的现象是极少发生的。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李
建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偿献
血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
是当前保障用血安全、避免疾病传
播的有效措施。要彻底解决“血
荒”问题，就要做到“开源节流”。

“开源”即加大公益宣传力度，
动员更多的市民参与无偿献血，完
善献血激励机制。据李建斌介绍，
目前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已建立 260
多个以大专院校、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医疗卫生机构为依托的无
偿献血者应急团队，积极应对日
常、淡季状态下的临床用血需求。

“节流”即严格规范献血、用血过
程。建议公布血液采集量、使用量和
流向等，提倡科学合理用血，精简用
血报销程序等。使献血、用血的每一
个环节公开透明，让每一个市民积
极、愉快、放心地参与无偿献血。③6

本报讯 （记者王延辉）9月 29
日，记者从省委政法委获悉，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省公安厅
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
保持打击涉医违法犯罪高压态势，
坚决依法从严查处涉医突发案事
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正常
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这份“关于转发国家卫计委、中
央综治办、公安部关于深化‘平安医
院’创建活动，进一步做好打击涉医
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工作”
的通知称，目前，我省个别地方仍发
生患者家属在医院门口拉横幅、摆

花圈、围堵医护人员等违法案件，严
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通知要求，各地应加强协调配
合，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妥善处理
医疗纠纷，从严查处涉医突发案事
件，维护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

通知指出，我省将对各地各有
关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暗访督
查，省综治办将对因工作不到位造
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省辖市、直管市

（县）进行约谈，给予通报批评，并
实施挂牌整治；对相关工作开展不
力，发生重大问题，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的要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并进
行责任查究。③7

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深化“平安医院”创建活动

调记者 查

献血人数渐多 缺血仍无缓解

血库为何总“贫血”？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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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9月 29
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社会公布
全省 25条危险路段，涉及郑州、洛
阳、三门峡、南阳、周口等地，并对
整治危险路段工作不力的驻马店
驿城区政府通报批评。

5条危险路段分别是：郑州荥
密公路万山坡段；郑州 S237 观星
台至徐庄镇二里半坡段；栾川县卢
潭线庙子乡龙王石童村至四秋村
段；洛阳 S314 郑三线新安县曹村
乡段；平顶山 G311 许西线叶县城
关乡刘疙瘩村至鲁山县马楼乡楼
张村段；安阳 S305 浚南线；鹤壁
S222 淇县鹤翔门业至庙口段；鹤
浚大道高铁线至钜桥东段；长济高
速公路南半幅新乡县与凤泉区交
界处至与京港澳高速公路互通立
交东口段的京广铁路桥与卫共桥；
新乡 S226 卫辉境内临水临崖段；

长济高速 192 至 208 公里；焦作青
南路 0 至 15.5 公里；南乐县 G106
南段新修高速桥路段；漯河 S330
线 57至 60公里+200米等。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负责人称，
这些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是：山区
道路临水临崖，安全防护措施差；
坡长、坡陡甚至伴有弯道，易造成
刹车失灵，引发交通事故；桥梁损
坏或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道
路设计缺陷，交通标志标示和防护
设施不全。

当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还通
报了去年公布的全省 20大危险路
段整改情况。其中，被定为省级危
险路段的 333省道驻马店驿城区段
动作迟缓整治不力，驻马店市政府
和市整治办先后四次向驿城区政
府下发督办通知，但至今该危险路
段整治情况仍没有实质进展。③9

本报讯“中国最美期刊”遴选活
动9月底在武汉结束，在入围评选的
520种期刊中，《新闻爱好者》杂志名
列第19名、新闻类期刊第1名。

“中国最美期刊”遴选活动由
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主
办 ，《中 国 期 刊 年 鉴》杂 志 社 承
办。主要关注期刊装帧设计和绿
色印刷，以期刊设计的整体艺术
效果和制作工艺与技术的完美统
一为标准，推动绿色印刷材料与
工艺在出版业的应用，提升现代
期刊的装帧设计水平，增强我国
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
《新闻爱好者》杂志，是河南省唯一
公开出版发行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
杂志。2013年由半月刊改为月刊，

并且版式、版权页、内文等都重新进
行了精心设计；还根据新需求，开设
了新栏目和名家专栏，学术品位有
了新提升。据 2013年度“复印报刊
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及分
析报告显示，《新闻爱好者》2013年
全文转载量、全文转载率、综合指
数三项评价指标排名前列。

此次评选活动分为社科类和科
技类，全国共遴选出 520种期刊入
围“中国最美期刊”评选，通过公众
网络投票和专家遴选相结合的方
式，评选出印刷精美环保、艺术格调
高雅、艺术形式新颖的优秀期刊，

《新闻爱好者》杂志取得了名列第19
名、新闻类期刊第1名的好成绩。

获奖期刊在刊博会主会场集
中进行了展示。③7 （王 谦）

我省公布25条危险路段

“中国最美期刊”评选揭晓
《新闻爱好者》名列新闻类学术期刊第 1名

9 月 29 日，卫辉市大池山卫生院医生
徐林贵来到任桂兰家出诊，75 岁的任桂兰
老人说：“我患高血压病多年，没有徐医生，
就没有我的现在。”

条件简陋的大池山卫生院坐落在太行
山顶上，是 10 个行政村、70 多个自然村的
900 多名村民看病最近的医院。这些村民
大都是留守老人，很多人行走不便。徐林
贵是大池山卫生院的唯一医生，他放弃城
里的优厚待遇，在山区坚守已经快 40 年
了。去年 5月份，徐林贵办理了退休手续，
但他退休不离岗，坚守山区给山民看病。
他说：“大山里的人们离不开医生，我也离
不开大山里的人们，只要我还能动，就会一
直为山里人服务！”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①①徐林贵正在任桂兰家出诊。

②②徐林贵和山民们亲如一家。

③③徐林贵经常奔走在山村之间，他对每

个村的每位老人健康状况了如指掌。

退休医生徐林贵

坚守山区为百姓

③③

9月29日，团省委驻深圳工委组织在南粤务工创业的豫籍团员青年
代表举行了学习交流会，就在粤青年如何围绕服务家乡“三个总”战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话题进行了探讨。⑤3 尚昆 常向东 摄

本报讯（记者尹江勇）9月 26
日上午，省科技界贯彻落实“三个
总”战略谋划加快创新发展研讨会
在郑州举行。来自省科协、省科学
院、省农科院、省社科院、省社科联、
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
众多专家会聚一堂，畅所欲言。

本次会议由省科技厅牵头组
织，旨在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
个总”战略谋划，通过科技界专家的
集思广益，为研究全省创新驱动发
展政策措施，出台真招实招发表真
知灼见，为向省委议事会汇报和研
究编制“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

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主题踊
跃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大校
长张改平认为，河南粮食核心区建
设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要
持续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大各级

联合投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构
建创新战略联盟。省社科院副院
长谷建全认为，加快构建自主创新
体系重在抓关键环节，要在加快创
新主体培育、加快创新平台建设、
加快创新载体建设、加快体制机制
创新方面下功夫。

省科技厅负责同志表示，“三
个总”站位高远、统揽全局，全省科
技界一定要深刻领会、迅速行动，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
实“三个总”战略谋划上来，把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首要位置，
全面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科
学内涵，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
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科技创新
的活力和动力，抓好创新驱动发展
的关键环节，加快构建自主创新体
系，努力为建设“四个河南”提供有
力地技术支持。③9

省科技界举行贯彻落实“三个总”战略
谋划加快创新发展研讨会

院士专家献策
为河南创新发展加速

9月 29日上午，在郑州黄河迎
宾馆的贵宾室里，记者采访了今年
黄河友谊奖的 6 位获奖者：卢森堡
国际货运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保
罗·海明格、中美（河南）荷美尔肿
瘤研究院院长董子钢、吉尔吉斯斯
坦议会议员、农业水资源委员会主
任乌扎克巴耶夫·塔蓝特别克、华
人集团董事局主席邝远平、河南大
学海外讲座教授米兰·克奈科尼、
平高东芝（河南）开关零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金指康寿。

保罗·海明格已 74 岁，但仍精
神矍铄。他说，二三十年前他做外
相时就来到中国推动两国经济交
流合作，现在又因卢货航与河南结
缘，这个荣誉是对他过去努力的肯
定。在河南竞购卢货航股份的过
程中，他全力支持河南航投参与竞

购，为河南航投成功竞购卢货航
35%的股份作出了巨大贡献。

谈起卢货航在河南的发展，他
更坚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截至目前，
卢货航在郑州已有 34个航班，平均
每班进口货运量稳定在 110吨左右，
出口在 60吨左右，货运需求正不断
增加。10月份航班将加密至每周 4
班，今年底达到每周 6班。不久后就
会达到原定的每年20万吨的目标。”

他表示，河南有着广阔的市场
前景，卢货航在郑州的扩张就是很
好的证明。明年卢货航还会与河
南航投合作成立一家本土货运航
空公司，将郑州作为该公司全球主
要的货运枢纽之一。

相比保罗·海明格先生，记者
采访董子钢院长没那么顺利。听
到记者的采访请求后，他谦虚地以

“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为由婉拒
了。但记者了解到，他的研究关系
到众多癌症患者的康复。去年，中

美（河南）荷尔美肿瘤研究院正式
挂牌，成立了我省癌症化学预防国
际联合实验室，搭建了高水平的癌
症化学预防科研基地，研究成果多
次发表在美国生化杂志上。同时
董子钢教授率领研究院与郑州大
学基础医学院开展合作，加强对我
省肿瘤康复人才的培养。

乌扎克巴耶夫·塔蓝特别克是
本次获奖者中唯一的外国政府官
员。2010年他任农业部长时，为河
南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经贸项目
合作牵线搭桥，并致力于与双方文化
交流和农业科技的合作。在他的推
动下，河南贵友实业集团与吉尔吉斯
斯坦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已成为我省
最大的“走出去”涉农企业。他接受
采访时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的
近邻，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倡议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一站，两国是携手
共进的关系。我国是个农业国家，河
南在资金、农业技术等方面优势很

大，与河南加强合作，对我国的农业
有了很大的促进，很多河南企业投资
我国。根据双方的意向，我国有可能
将更多的农产品出口到河南。”

两年前，侨居澳大利亚的邝远
平将投资 32 亿元的炎黄科技园项
目落户在洛阳，目前总产值已经突
破 50亿元，为当地提供了 2万个就
业岗位。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捐资
助学，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
谈起回国创业，他说，和很多华侨华
人一样，他虽生活在海外，但仍心系
祖国发展。他将通过在海外的影响
力，向更多华侨华人推介河南。

“能获得这个荣誉，我非常感
动，因为我听说有 2000 多人有资
格。”来自捷克的 66岁的米兰·克奈
科尼说。作为地理系教授、国际亚
欧科学院院士、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副主席，他在灾害预警与管理领域
造诣深厚。他在促进河南大学本
科生培养模式与国际培养模式接

轨、拓展教师科研国际视野、推进
学院国际化合作方面贡献巨大。

“相比捷克的学生，河南学生国外
留学的机会要少一些。我想通过
我的努力，为河南的学生提供更多
的国际交流机会。”

来自日本 50 岁的金指康寿是
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他说：“获得河
南省颁发的这个奖，我很高兴，但
更高兴的是，我的技术能够在中国
发挥很好的作用。”担任总工程师 4
年来，他帮助我省加快引进日本东
芝公司先进技术，提高了我国特高
压盆式绝缘子的技术标准，填补了
国内相关标准空白。同时为我省
合资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的
提高作出了贡献。

“再先进的技术，没有较好的
基础也是不行。河南有很强的工
业基础，而且河南的企业员工非常
优秀，这是河南发展的坚实基础。”
金指康寿说。③11

“这是对我与河南结缘的肯定”
——访 2014年黄河友谊奖获奖者

□本报记者 徐东坡
本报通讯员 贾献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