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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网友表示愿意无偿献血

截至 6月 19日 10时

环
保

■ 见习记者 文梅

6 月 14 日是世界献血者日，
今年是该活动推广的第十三个年
头，活动主题为“感谢您挽救我的
生命”。 其重点是感谢那些通过献
血拯救生命的献血者，并利用“无
偿献血 定期献血 献血事关紧
要” 这一口号来鼓励全世界更多
的人自愿、定期献血。

据统计资料显示，“十二五”
期间， 我国无偿献血人次增长
11.9%，献血率达每千人口十人，达
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 采血
总量增长 12.8%，基本保障临床用
血需求。 2016 年， 全国共有 1400
万人次参加无偿献血，较 2015 年
增长 6.1%，为近年来最高增幅，其
中高校学生、 公务员和医务人员
是主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的规定，血站是不以盈利为目
的的公益性组织， 且采血须由有
采血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 一次
性采血器材用后必须销毁， 确保
献血者的身体健康。 所以，只要到
正规采血站点献血， 不必担心感
染疾病。

健康的成年人， 一次献出
200~400 毫升血液是不会影响身
体健康的。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采
集血浆的最大量每次不超过 600
毫升，每年不超过 15 升。

目前， 无偿献血知晓率和参
与度在我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成分献血就是近年来推荐和提倡

的一种新型的献血方式。
成分献血是指把健康人捐献

的血液分离其中某一种成分（如
血小板等），储存起来，再将分离
后的血液回输给捐献者， 每次需
要 40~60 分钟。 它既保证了患者
的需要， 又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 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
成分输血已经占全部输血的 95%
以上。

虽然近年我国无偿献血稳中
向好， 但临床用血需求量也在以
10~15%的速度快速增长。 由于我
国人口献血率不高， 且存在地区
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从而导致
用血供应一直较为紧张，各地“血
荒”现象时有发生。

据调查显示， 认知水平并不
是影响献血的主要因素，相反，人
们对公益事业的参与度则很大程
度上影响献血动机。

其中， 自我效能感对献血动
机影响较大， 即对自身行动支配
能力强、 对公益事业热忱的人较
易献血。 比如人们大都认为“献血
只是我个人行为， 不需要过多考
虑”、“如果我想献血，我很快就能
做到”。

以 2013 年雅安地震为例，地
震发生后因伤者众多， 当地血库
告急。 听闻此消息，全国各地市民
纷纷自发无偿献血， 投入到为雅
安捐献血液的队伍中。 参与此次
无偿献血的有白领、老师、退休职

工、学生，还有虽然文化程度并不
高、 但一样有着公益热情和爱心
的农民工。

类似“雅安地震”这类突发事
件发生时献血人数的剧增， 都说
明公益事业的社会认知度和公众
参与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献血
动机。

由于当下我国对无偿献血者
所捐献的血液流向和使用程序并
未完全公开透明， 所以不少人担
心自己的爱心血液会被用作商业
盈利，且这样的顾虑并不在少数，
这也提示相关部门在无偿献血的
使用透明化程度方面亟待提高。

为了了解公众对无偿献血的
态度，《公益时报》联合问卷网、凤
凰公益推出“益调查”———你愿意
无偿献血吗？

调查自 6 月 15 日 16 时开始，
截至 6 月 19 日 10 时， 共有 1047
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90%的网友表示愿意无偿献血，明
确表达不愿意的只占 7.5%。

这与不高的献血率成为鲜明
的对照。 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公众
意愿的实现呢？37.04%的网友认为
无偿献血公众参与度不高的原因
是担心献血感染疾病， 不利于健
康；21.81%的网友认为是“爱心血
液” 的使用流程不够公开透明；
10.82%的网友认为是因为无偿献
血者及家人有用血需求时并未享
受到相应回报。

网友留言：

1.你愿意无偿献血吗？
A、愿意。 90%
B、不愿意。 7.5%
C、无所谓。 2.5%

2.你为什么参与“无偿献血”？
A、无私奉献，帮助他人。 53.01%
B、自尊和认可的满足。 19.48%
C、将来家人万一有需要，用血方便。19.21%
D、单位或学校组织。 8.3%

3.如果无偿献血，你会选择去哪里？
A、固定捐血站。 56.9%
B、街头流动献血点。 23.8%
C、血液中心。 18.4%
D、其他。 0.9%

4.你认为无偿献血公众参与度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A、担心献血感染疾病，不利于健康。 37.04%
B、公众义务献血意识不强。 30.33%
C、“爱心血液”的使用流程不够公开透明。 21.81%
D、 无偿献血者及家人有用血需求时并未享

受到相应回报。 10.82%

腾讯将拿出
20 亿元广告资源支持公益

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腾讯宣布将推
出旨在进一步推动公益生态发展的“创益计划”。 首个
重磅动作，便是首期将拿出 20 亿元总额的广告资源，
助力全国的公益机构和公益项目提升公益创意传播
能力。

点评：创意力量、广告技术能力与公益的融合，不
但进一步提升公益行业， 更能得到全社会的回响，而
这需要整个公益行业的努力。

我国器官移植
供需比仅 1：30
� �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6 年我国公民逝世后自愿
器官捐赠达到 4080 例，捐献 11296 个大器官，捐献数
量跃居亚洲第一。 然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患者数量
庞大， 现在每年约 30 万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
植的病人中， 仅 1 万多幸运者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
供需比例为 1：30，缺口巨大。

点评：2015 年 1 月 1 日起，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面对巨大
的需求，需要切实的措施鼓励更多人自愿加入到器官
移献的行列。

巴菲特慈善午餐
卖 267.9 万美元

2017 年度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揭晓，一名用户以
267.9001 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今年与巴菲特共进午
餐的资格。 从 2000 年首次开展慈善午餐竞拍以来，巴
菲特已经为慈善机构格莱德基金会筹集到了 2400 万
美元。

点评：与天价相比，巴菲特参与公益慈善的方式
更值得关注———竞拍收费的商业模式，慈善的资金用
途。

2016年仅 24.9%的地级
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2016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84 个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占全部城市数的 24.9%；25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 75.1%。

点评：环境空气质量问题已经从个别城市的问题
发展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每个人都逃不开 ，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6月 13日 金科集团 1080万元 教育事业 西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年 6月 15日 北京三润泰克国际农业科技公司 100万元 设立“三润泰克奖
学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年 6月 16日 博林集团 2000万元 教育事业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2017 年 6 月 18 日)
（制表：王勇）

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对乡
村的社会价值不可低估，还被赋予“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重要使命，却面临着缺人、缺钱、环境差的困境。
要从补短板、为教育公平托底的角度，从上到下都来
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切实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 图
为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杨柳湾镇笕冲湾小学教师在
带领孩子们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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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掰闪闪：献“成分血”，
也就是机采血小板， 一个月
可以献一次。 质疑之前可以
先了解一下， 或者直接去做
一次贡献感受一下。

南极的北冰 5861427539：
献血以后，真到了需要用血的
时候，让你去到这里或那里不
停地办各种手续，等手续办完
人都快不行了。 从此也就打
消了每年献血的念头。

青苗对对：第一次献血，
是血站的献血车直接开到了
我们校园门口。 首先，学校并
没有强制我们献血， 纯属自
愿；其次，献血的时候那些医
生态度都很亲切， 填表格的
时候问的比较细致， 但凡不
符合要求的都被他劝回了 。
那次让我对献血留下了温暖
的记忆， 所以我不排斥未来
继续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