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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彭彭

6月23日，本报96258新闻热线接到
湘乡市王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65岁的
母亲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做手术
时，院方告知病人手术中需要输血，亲友
需要先进行互助献血之后，才能做手术。
否则，手术可能无法如期进行。

6月22日，王先生姐姐在医院附近的
献血车献血400ml之后，其母亲在6月23
日早上的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

患者做手术，为何要亲友献血？王先
生从来没有听过互助献血， 他表示不能
理解。6月24日，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

互助献血非强制性

“互助献血就是在血液供应紧张的
情况下，医院鼓励和动员患者的亲属、朋
友、同事等在患者输血前先献血。”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输血科主任李碧娟说，目

前，血液供应在总量上比较充足，但出
现血液偏型，B型AB型过多，而A型和
O型血紧张。为了保证孕产妇、危重症
病人等紧急手术用血，就会建议能进
行择期手术的患者的亲友进行互助
献血。若患者亲友实在不能互助献血，
而其所需血型又较为紧张，则手术时
间就可能需排队等待。“这位王先生的
母亲，应就是A型或O型血患者。像目
前血液供应充裕的B型血患者手术
时， 基本上都不需要其亲属互助献
血。”李碧娟补充说。

记者了解到，互助献血有法可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第15条规
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
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
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
社会互助献血。《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
理办法》中提到，对平诊患者和择期手
术患者，经治医师应当动员患者自身
储血、自体输血，或者动员患者亲友献
血。

“互助献血不是强制的，也不准强
制。”省卫生厅血管办主任田宗之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省卫生厅就互助
献血工作下发了专门文件，规范了互

助献血工作。血液无法人工制造，只能
依靠人们的爱心奉献，所以也鼓励身体
健康的患者家属献血。 他同时提醒，医
务人员在鼓励和引导亲友互助献血时，
要注意恰当的表达方式，要详细耐心地
解释，以免因表达方式的不当，造成了
患者及其家属的误解。

血液库存总量正常，A型、
O型比例较低

长沙血液中心承担省会医疗机构
90%以上的医疗供血。该中心副主任左
正荣介绍， 目前长沙血液库存总量正
常，但存在血液偏型情况，其中A型、O
型血比例较低，B型血比例偏高。截至6
月24日16时， 长沙市血液中心库存总
量约为4850单位（每单位为200ml），其
中A型血950单位，O型血1200单位，B
型血2000单位，AB型血700单位。

据了解，自然人群中的血型分布大
约为A型28%、B型24%、O型41%、AB
型7%。人群中的随机献血，为何会出现
和血型分布截然不同的库存偏型情况
呢？

长沙血液中心供血科主任侯全斌

解释， 血液库存中B型血比例偏高，A
型、O型血比例较低这种现象， 是长沙
血液中心乃至全国大多数血站经常出
现的。他认为，具体原因可能与临床用
血量有关。据悉，今年B型血的临床用
量占所有血型用量的21%，较往年25%
的比例有所下降。而A型血、O型血的临
床用量分别为35%和38%。

B型血的临床用量相对较少，是不
是B型血的人就更健康些？ 李碧娟介
绍，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科学定论，但从
近年的临床用血规律来看，患上需要大
量输血的疾病的B型血病人确实比例
相对偏低， 而A型和O型血患者比例相
对多一点。例如，今年6月1日至23日，
该院临床用血A型血为464袋，B型血仅
为285袋。

据悉， 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
长沙市每天需要近500名健康适龄公
民献血， 才能满足省会医院的临床需
求。每年长沙因天气严寒或酷暑、高校
学生放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
导致季节性缺血、 偏型性缺血时有发
生。长沙血液中心呼吁，目前需要A型
和O型血人群积极参与献血，B型血健
康人群可暂缓献血的脚步。

张文雄指导邵阳市委常委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

“话谈开了 心靠近了”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田甜） “这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做到了真批实批， 不是一部美丽“话剧”， 而是一场
思想交锋， 开得有点“辣” 味， 大家话谈开了， 心靠近了。” 6月
23日至24日， 省委常委、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
主任张文雄在邵阳市指导市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 开会容易落实难， 表态容易整改难，
教育实践活动不能看“广告”， 要看“疗效”， 要看群众打不打

“收条”。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省委派驻邵阳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督导组组长肖雅瑜参加民主生活会并点评。
会上， 邵阳市委常委班子及成员敢于揭短亮丑， 查摆四风突

出问题，深入剖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
张文雄认真聆听每位同志的发言， 充分肯定了此次民主生活

会取得的成果。 他说， 邵阳市的教育实践活动站位高、 落点实、
亮点多， 充分体现了严和实的要求。 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见事见
人、 见筋见骨， 自我剖析触及痛处、 扎到麻经， 相互批评驳了面
子、 点到穴位， 整改措施落实落地、 细化量化， 既恢复和再现了
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更探索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
的新路子。

张文雄把教育实践活动比喻成一次“治病” 过程， 他说， 第
一环节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是“查病”， 第二环节查摆问题、 开
展批评是“诊病”， 第三阶段整改落实、 建章立制是“治病”。 有
病不能不治、 缓治、 怕治、 假治， 不能自己得病别人吃药， 必须
拿出啃硬骨头的决心和勇气， 刮骨疗毒、 对症下药。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整改落实环节必须在改字上下功
夫。” 张文雄指出， 抓好整改对于邵阳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
作风改进意义尤为重大， 整改标准要高、 制度要严， 措施要实，
要抓根本、 抓关键、 抓重点， 真改实改， 大力改正四风问题， 着
力改革体制机制， 努力改进工作作风，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群
众满意的效果。

患者做手术，为何要亲友献血

200名残疾人长沙赛“技能”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在今天开幕的第五届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上， 来自全省各地的210多名残疾人选手， 充分
展示了他们的高超技艺。 副省长盛茂林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
始。

由省残疾人联合会和省人社厅联合举办的这一特殊赛事，旨
在激励广大残疾人自强不息，通过学技能、练技能，提升自己的就
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更快更好就业。本届赛事到26日结束，共设
计算机组装、数据处理、竹编、刺绣、木雕等12个竞赛项目。

一等奖获得者， 将被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 称号。 理论和
实际操作成绩均合格的一等奖获得者， 将根据不同情形， 由省人
社厅颁发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技师）、 二级 （技师）、 三级
（高级技能） 证书。 对理论和实际操作成绩均合格的其他选手，
将颁发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高级技能） 证书。

推动戒毒康复工作与社区对接

8省市代表研讨戒毒康复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凌云） 今天上午，

“戒毒康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研讨会在长举行。 来自湘、 粤、 渝
等8省 （市） 的代表和专家， 就如何突破围墙， 不断推动戒毒康复工
作与社区康复、 社区戒毒对接， 使流散在社会的吸毒人员有人管、
有人治等问题展开研讨。

与会人员表示，戒毒康复是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
毒、社区康复四种戒毒措施有机衔接的重要端口，实现了四种戒毒措
施的无缝对接，也是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发展滞后的有效弥补。戒毒康
复工作才刚刚起步，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目前首先应该在观念转
变上，突破原先强制隔离戒毒的“围墙”意识，打破利益藩篱，最大限度
地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进与社区康复、社区戒毒的有效对接。

记者在你身边

（上接1版）
23日下午，孙金龙还考察了岳阳城陵矶新港公司、水电八局机电设

备制造岳阳分公司、云溪工业园中石化催化剂基地和岳阳市城市建设。
他要求，岳阳要积极抢抓长江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战
略机遇，始终不渝坚持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两轮驱动”，努力发展
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6月23日中午，火灾救援现场，轮换出来的消防战士在消防车边睡着了，他们已经紧张救
援24个小时！6月22日中午，长沙市下河街小商品市场发生火灾，该市消防部门陆续调派22个
中队45台消防车220多名官兵赶赴现场扑救，目前火灾已被扑灭。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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