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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献出热血。
热衷于奉献爱心的你可知，
这不仅拯救了他人的生命，
同时也为自己积攒着福利。
更重要的是，这种捐献行为，
竟然对身体还大有裨益。

无偿献血
可预防这些疾病

提起无偿献血，很多人
都知道，这是帮助患者解除
病痛、挽救他人生命的一种
爱心举动，其价值无法用金
钱来衡量。

不过，你可知，除了这些
外，无偿献血，对献血者本人
的身体还有不少好处。

“首先，可以预防高黏血
症；其次，可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还能延长寿命。”省红十
字血液中心主任技师刘玉振
说，科学家们运用血液流变
学与血液动力学对血液与献
血的关系做了研究，结果发
现坚持长期适量献血，特别
是单献红细胞和血小板等有
形成分，可使血液黏稠度明
显降低，加快血液流速，脑血
流量提高，从而达到缓解或预
防高黏血症，使人感到身体轻
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同时，美国一心血管病
研究小组的研究亦表明，在3
年中，献血者患心脑血管病
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的 1/
2。青岛一位专家曾对 127
名多次献血者、87例高血压

患者、60例缺血性中风患者
进行血液流变学的对照研
究，结果表明，献血者对减少
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具有积极
的作用。

国外也曾有学者对66岁
以上的332人（献血者）与同
年龄、性别的399人（未献血
者）作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
显示：献血组平均寿命为
70.1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
均67.5岁。

此外，献血是救人一命
的高尚品行，在助人为乐、与
人为善的同时，也使自己的
精神得到净化，心灵得到慰
藉，工作与生活更加充实。

献血满800毫升
10年内免费用血

刘玉振介绍，对于无偿
献血者，政府也有相应的鼓
励措施。

《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
励办法》，无偿献血奉献奖分
为金、银、铜奖，分别奖励自
愿无偿献血达40次、30次、
20次以上的献血者。

《河南省关于无偿献血
者用血返还规则及手续办理
的有关规定》，献血者自献血
之日起5年内免费享用献血
量3倍的血量，自献血之日起
5年后至终生，免费享用献血
量等量的血量；献血量累计
满800毫升的，10年内免费
享用所需血量，10年后至终
生免费享用献血量3倍的血

量；献血量累计满1000毫升
以上的，终生免费享用所需
血量。献血者的家庭成员
（指公民的配偶、双方的父
母、子女及其配偶）临床用
血，按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

那么，多大年龄的人可
以献血？刘玉振说，政府提
倡年满18~55周岁身体健康
的公民可以献血，当然，既往
无献血反应的多次献血者要
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
至60周岁。献全血的间隔时
间要达到6个月，献单采血小
板的间隔时间要达到半个
月。

月经期前后三天的妇女
暂不能献血；服用抑制或损
害血小板功能的药物（如含
阿司匹林或阿司匹林类药
物）停药后不满五天者暂不
能献血小板；有高危性行为
者暂时不能献血。公民献血
时要经过严格的健康检查，
包括体格检查和血液检验，
只有经过健康检查合格的公
民才能献血。

献血前一天应该注意：
不要吃高脂肪食物，不要饮

酒，尤其是烈性酒，充足睡
眠，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
动。献血当日应吃些清淡饮
食，比如稀饭、馒头以及榨菜
等。

成年健康人一次献血
200~400ml所失去的血浆蛋
白在1~2天即可得到补充。
红细胞及血红蛋白在2周左
右即可恢复献血的水平。献
血后24小时内，不要从事高
空、高温作业以及重体力等
剧烈运动；适当补充一些营
养，如瘦肉、鸡蛋、猪肝、豆制
品及蔬菜水果等，切忌暴饮
暴食，以免影响肠胃功能。

□宗景

“择时而服”是我国历代医
家用时间与实践积累而来的宝
贵经验。人参作为一味滋补养
生品，该什么时候服用呢？经
过历代医家长期实践得出，冬
季既需要对消耗一年的身体进
行滋补，更需要为来年打好基
础。人参作为日常保健用品，
在一年之中选择冬季来服用再
适合不过。

《中国药典》记载，人参大
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
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现代药
理研究发现，人参不仅对中枢
神经、内分泌有调节作用，其有
效成分能使人体的血压、强心、
心肌保护出现双向调节效果。

那么，在冬季该如何服用
呢？张仲景大药房推荐以下8
种食用方法：

【泡茶】将人参切为薄片，
放入杯中，每次 1~2 克，冲入沸
水，盖上杯盖泡 5 分钟左右，作
茶饮用，直至药味消失，而后将
人参渣嚼食。

【冲粉】将干人参研末，每
次1~2克，如上法服食，或吞服，
以温开水送下。

【含服】将人参切为极细薄
片，每日分数次放入口中，缓缓
噙化咽下。

【炖服】取人参 5~10 克，切
薄片后与冰糖30克加适量水炖
开，待冰糖溶化后，饮汤食参。

【煮粥】将人参 3 克切片后
加水炖开，去渣取汁，加大米、
清水适量，煮为稀粥，待热时调
入适量蜂蜜或白糖服食，嚼食
人参。亦可将人参粉冲入粥中
取食，每日 1 剂，适用于消化功
能较差的慢性胃肠病患者和年
老体虚者。

【蒸蛋】取鸡蛋一个，去壳
后盛碗中，加入人参粉1~2克及
清水适量，调味、调匀，蒸蛋羹
服用。或将鸡蛋顶端钻一小
孔，纳入人参粉，拌匀，外用湿
纸粘住，蒸熟服食，每日1剂。

【炖鸡】取母鸡（乌骨鸡为
佳）1 只，去毛杂后将人参 5~10
克切片放入鸡腹中，缝合肚口
放沙锅中，加水及调味品，文火
炖至肉熟汤浓，食鸡、饮汤、吃
参，每周1~2次。

【泡酒】选根须完整的人参
1 支，浸入500克白酒中，密封置
阴凉处，每日摇动数次，半月后饮
用，每次30~50毫升，每日1~2次。

知识问答

（选择题）1.献血量累计
满（ ）的，10年内免费享用
所需血量。

A.1000 毫升 B.800 毫
升 C.600毫升 D.400毫升

2.献全血的间隔时间要
达到（ ）。

A.6个月 B.4个月 C.3
个月 D.2个月

受访专家：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技师 刘玉振

编者按 无偿献血，不仅能够拯救他人的生命，还可以为自己预防高黏血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延长寿
命，真正是助人利己。

无偿献血，对身体竟有这些好处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55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冬季进补
话人参

健康讲堂

“我已经交26块钱，周
末去抢免费种植牙。老伴月
初参加了拜博26周年种植
牙活动，领了半价补贴，牙也
种好了。他们种植牙价格公
道、机构正规，更有媒体监
督，我是一百个放心。”拜博
口腔1月20日将再掀低价种
植牙风暴，消息一经公布，就
受到读者热捧。大河报种牙
专线：0371-65795671

见老伴重返年轻态
老伯下定决心要种牙

家住郑州金水区的李庆
一（化名）今年63岁，缺了5
颗牙。老伴陈阿姨61岁，缺
了3颗牙。月初，陈阿姨通过
拜博26周年公益回馈计划种
了好牙，原先整天病恹恹的
她重返年轻态。

“原本老伴的身体远不
如我，常犯胃病，种牙后，胃
口好了，胃病也有好转，反而
能照顾我的日常饮食了。”李
老伯对老伴的转变很惊讶。
对于种植牙，他早在2年前，
就曾咨询过，但由于心疼钱，
愣是两度临阵退缩，只得戴
着假牙度日。看见老伴在拜
博种牙后改变如此大，李老
伯想开了，有好身体才是最
重要，也下定决心种牙。听
说拜博口腔这周日办活动，
他忙打电话预定抽奖机会。

拜博口腔喜迎26周年
半价补贴乐坏“回头客”

在本次报名种牙的顾客
中，像李老伯这样的“回头
客”有很大一部分。他们的
亲友在拜博口腔往届的活动
中，都以实惠的价格获得一

口好牙。亲友种牙后的改
变，让原本想拖一段时间的
他们，也迫不及待地加入拜
博团购种牙的队伍，26周年
庆典活动更是乐坏了他们。

值此26周年庆，拜博口
腔联合大河报推出：种植牙半
价补贴，交26元就有资格抢
26个免费种植牙名额（未中
奖可翻10倍抵用种牙金），种
牙消费满1000元减260元，

加1元可换购3大壕礼。

辞旧换新牙，健康过大年！
1.半价补贴种植牙名额

追加30个；
2.交 26 元获 1 次免费种

植牙赢奖资格；
3.种牙满1000元减260元；
4.看牙加1元换购3大壕礼；
5.补牙限时特价26元/颗；
6.普通拔牙26元/颗。

种牙何必苦等？快领拜博26周年半价补贴
1月20日（本周日），种植牙半价补贴、仅26元就能赢免费种植牙机会！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