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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挽救生命爱心温暖南海
南海血站多举措满足临床用血需要，2020年采集全血首次超过1000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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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献血，让世
界继续跳动”，突出献血者通过拯救生命和改善他人健康状
况，为保持世界脉动作出的重要贡献，呼吁全世界更多的人
定期献血，为健康事业发展作贡献。

无偿献血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是传递人间真情
的红色纽带。在南海，涌现出一批积极参与、关心、支持无
偿献血事业的单位和个人，如献血“达人”郭文涌17年献血
81次，累计献血量达20060毫升。

正是众多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推动着
南海区无偿献血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彰显城市的温暖
和大爱。2020年，南海实现全年采集全血30654人次，采
集全血血量10010215ml，首次突破1000万毫升；全血、血
小板的采集和供应量均创下历史新高。

近日，南海区政府发布了关于表彰2019~2020年度
佛山市南海区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和个人的通报，对
2019~2020年度为无偿献血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表彰，100个单位和58人获表彰，其中，南海
农商行获“南海区无偿献血先进单位”称号，郭文涌获“南
海区无偿献血博爱奖”。

2020年受疫情影响，街

头人流量大减。面对献血者

减少和临床用血需求大幅增

长的供需矛盾，南海血站迎难

而上，抗疫、业务工作“两手

抓”，确保了全年无偿献血

100%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保

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去年疫情发生之初，南海

血站党支部充分发挥支部堡

垒作用，做到疫情防控和采供

血业务工作两不误。在党支

部的号召下，全体党员分批次

参加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献血，为

血液库存贡献力量。

为应对临床用血的需求

上升，南海血站多措并举加强

血源招募。一方面，积极加强

与区直机关、镇街、学校、企业

等大型单位的沟通联系，开展

团体献血活动；另一方面，全

体员工取消休假、全面开放献

血点、延长献血服务时间，发

起全民献血倡议，通过发送献

血招募短信、线上献血预约、

线下电话精准预约等措施招

募个体献血者。同时，加强献

血前健康征询、体检和献血环

境的清洁消毒等环节，通过不

懈努力，确保了血液的采集和

供应。

为让全社会形成浓厚的

无偿献血氛围，南海血站还通

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献血宣传，

如防疫献血宣传广告、“6·14
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系列

活动、南海区第八届“献血者

杯”羽毛球公开赛、血站科普

基地开放日等。

2020 年全年采集全血 30654人次，采集全血血量

10010215ml，首次突破1000万毫升，同比上升5.9%；

2020年全年供应临床红细胞46890单位，同比上升

7.7%；

2020 年全年采集单采血小板 1294 人次，采集

1964.1个治疗量，同比大幅上升43.4%，全年供应临床

单采血小板1999.5个治疗量，同比大幅上升59.2%。

2020年全血、血小板的采集和供应量均创下历史

新高。

17年，81次，累计献血量达

20060毫升，相当于近 5个体重

50公斤成年人全身血量的总和，这

是献血“达人”郭文涌所呈现出的爱

心献血“成绩单”。最近，他荣获南

海区2019~2020年度无偿献血博

爱奖称号，他说，“这是社会对我的

肯定，也是一种鞭策和鼓舞。”

6月2日，郭文涌如常到南海

血站“打卡”，这是他每个月的固定

“动作”。来到这里，他熟悉地填表，

配合工作人员量血压、抽血检验，待

工作人员准备好后便开始献成分

血。成分献血是指健康人捐献血液

时，通过血液分离机使用一次性无

菌采血袋分离其中某一种成分（如

血小板、粒细胞、外周血干细胞等）

存储起来，再将分离后的血液通过

一次性无菌采血袋在密闭的管路下

回输给捐献者体内，非常安全、科

学。不同于全血捐献，一次成分献

血需要耗时一至两个小时。

“身体的血液通过一次性无菌

采血袋在机器里‘走一圈’，提取出

血小板，就能挽救白血病、大出血患

者的生命。”郭文涌说，在他的心中

一直有着救人的信念，这已经成为

了自己的行为习惯，每个月再忙再

累都要完成献血这件事。

根据统计，郭文涌目前献血总

次数是81次，其中全血献血总量

2060毫升，捐献机采血小板90个
治疗量。

说到如何与献血结缘，这要从

2004年说起。当时年仅18岁的

郭文涌还在读高中，有一天看见献

血车开进校园，便好奇参加无偿献

血，并成功捐献了200毫升全血，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无偿献血之路。

“用现身说法来消除人们对无

偿献血的顾虑，帮助了别人，也快乐

了自己。”郭文涌说，只要在和亲戚

朋友接触的时候，他都会向大家宣

传献血的好处，看到他的身体越来

越健康，大家都志愿加入到无偿献

血的队伍中来。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参与南海

血站的志愿服务，曾获得“南海区无

偿献血工作优秀义工”荣誉称号。每

次志愿服务，只要采血车一停稳，郭

文涌便第一个把车厢里物料一件件

搬出来，先支好无偿献血宣传展架、

再摆桌子、搭帐篷，最后摆凳子和无

偿献血登记表，有条不紊一气呵成。

郭文涌把这些活儿包了，让血站医务

工作者得以专心做各自的业务工作。

一件红马甲，一顶红帽子，

这是蒲秋韶日常参加献血志愿

服务的常见装扮，而家中抽屉

里与无偿献血相关的纪念章和

证书，见证了她长达18年的无

偿献血以及志愿服务历程。

从 2003 年开始献血以

来 ，至 今 她 的 献 血 总 量 达

24100毫升，是个名副其实的

献血“达人”。并且，她常年跟

随南海血站的采血车奔赴在采

血一线，为素不相识的献血者

做志愿服务。蒲秋韶说，献血

已经成了自己的日常习惯，并

不觉得有多么的伟大。

6月10日上午，蒲秋韶在

南海血站又完成了一次成分献

血，11日上午将到南海农商银

行参加志愿服务，除了本职工

作，可以说她的行程大部分与

“献血”有关。她谦虚地说：“献

血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我只是尽

了一个公民该尽的义务。没有

想过自己如何伟大，这只是一件

自己想坚持继续做下去的事。”

蒲秋韶至今献血67次，其

中 全 血 献 血 12 次 合 计

4600ml，捐献机采血小板55
次合计97.5治疗量（血小板折

换为全血量为19500ml），合
计献血总量达 24100毫升。

先后获得“2012～2013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广

东省 2013～2014年度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2014～

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 金 奖 ”“ 广 东 省 2015～
2016年度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广东省 2017～2018年

度全省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

等荣誉。

蒲秋韶多年来一直坚持着

无偿献血，这还得从 2003年

说起。当时走在街头看到有献

血车，于是便产生了“试一试”

的想法，不料一试就“迷上”这

件事了。蒲秋韶说，母亲也以

女儿为献血“达人”而感到自

豪，经常向街坊邻里分享女儿

的爱心事迹。

蒲秋韶2014年3月登记

成为南海区注册义工，2018年
1月加入南海区无偿献血服务

队。

“回家要多喝水，早点休

息，献血后正常饮食即可。”在

采血的志愿服务现场，这是蒲

秋韶说得最多的话，耐心地叮

嘱献血者如何注意饮食。有

时，她也会在自己的朋友圈发

布无偿献血的活动资料以及注

意事项，多角度宣传无偿献血

的意义。

多年的志愿服务经历，让

蒲秋韶深深感觉到，只有呼吁

更多的人参与无偿献血，血库

才能得到保障，那些急需用血

的人才能得到治疗，这是每个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者的责任，

必须长期坚持。

疫情之下，南海不断涌现志愿

者队伍，而南海农商银行志愿服务

队也毫不犹豫冲锋在前，用实际行

动献爱心，践行社会责任。

南海农商银行前身是成立于

1952年的南海农村信用社，至今已

有60多年发展历史。截至2020
年末，在佛山设有234家营业网点。

一直以来，南海农商银行围绕

“服务地方发展，成就客户价值”的

企业文化建设核心理念，坚持服务

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践行社会

责任，创新打造阳光志愿服务品

牌，将志愿者服务和献血公益活动

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通过积极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热心参与公益活动，培育员工的社

会责任感，进一步树立良好的本土

银行形象。员工无偿献血，更是该

行连续多年坚持开展的一项公益

活动。

“2014年以前，我们没有组织

统一的员工无偿献血活动，但已有

不少总行、支行员工会自发到各镇

街的献血点献血。”南海农商银行工

会主席张敏军介绍，无偿献血能够

帮助更多人，更有益于自身健康，为

此，自2014年开始，南海农商银行

每年9月都会以员工自愿报名为原

则，组织开展员工无偿献血活动。

流动献血车连年来回，将南海农商

银行员工的爱心输送到各地。

2014 年至 2020 年，该行共计

568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

185290毫升。

陈雪芳是南海农商银行夏储

支行的责任人，也是平洲支行的志

愿服务队带头人。她加入了“佛山

市禅城区关爱青少年成长协会”“南

海农商银行志愿者服务分队”等多

支志愿服务队伍，合计服务时长达

922小时。“各项公益活动，只要是

能抽出时间，她准会第一个报名参

加。我们开展的员工无偿献血活

动，她也是一次都没有缺席，还向身

边人宣传献血的好处和必要性。”张

敏军说，陈雪芳这种积极和全身心

投入公益事业的态度，感染了身边

的每一个人，更先后带动了4名同

事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南海农商银行：

员工7年献血185290毫升 用爱心回馈社会

献血“达人”郭文涌：

17年无偿献血81次 志愿服务情暖人间

献血“达人”蒲秋韶：

献血成为日常习惯志愿服务诠释大爱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 关帅屏

文/珠江时报记者 邹韵斯 丁当 李冬冬 通讯员霍小君 何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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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市民参加无偿献血。 （通讯员供图）

■蒲秋韶（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为市民测量血压。

（受访者供图）

保障了献血“量”的同时，

南 海 血 站 还 重 视 血 液 的

“质”。南海血站每月都按国

家有关规范要求开展关键物

料质量检测、业务环境监测和

血液质检等工作，结果均符合

国家相关要求。定期对专用

设备检定校准、维护保养，确

保采供血设备的运行有效。

2020年无一例经血传播疾病

发生，供应血液100%符合国

家质量安全。

此外，南海血站还举办

多场全区输血培训班，积极

为医院提供输血技术支持，

开展血小板抗体检测和配

型、Rh血型表型相同性输注

等新技术新项目，为医院进

行 ABO血型鉴定及 RH血

型表型鉴定、疑难交叉配血

和输血技术咨询等，有效提

升临床血液输注水平。南海

血站还制订并颁布“2020年

度医院红细胞供应指标”，进

一步规范应急单采血小板申

请供应程序，确保全区应急

血液供应的安全。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我们计划发

挥血站的专业特长，加强血

站‘血液健康’党员志愿专业

服务队建设，开展常态化志

愿服务的探索，深入村居、群

众中去开展志愿服务，在志

愿服务中锻炼党员，增强为

民意识，提升血站服务水平，

争创党建特色品牌。”南海血

站党支部书记、站长杨图深

表示。

接下来，在继续做好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

南海血站将继续围绕“确保

血液安全和充足”开展形式

多样的献血宣传，呼吁更多

人参与无偿献血，同时不断

提升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

地为南海卫生健康服务，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深化内涵提升服务水平

争 创 品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