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8日，从临高赶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龙
华门诊部接受输血治疗的7岁重型地中海贫血
症儿童冼义德，和妈妈早早就办好了出院手续，
小义德只要再输完一袋血就可以回家了。可是
母子俩等啊等，等啊等，从一大早一直苦等到下
午3时，还是没有血可以输。

冼义德妈妈焦急地向省人民医院纪检部门
投诉：“我们等了一个上午没有血输，为什么到
了下午还是输不上血？”

冼义德在当天下午4时30分才终于输上血。
“我们也得有血才能送呀！”海南省人民医

院输血科主任夏兰告诉记者一个令人揪心的事
实，从2013年以来至今年上半年，医疗用血缺
口问题特别突出。“省血液中心根本不能正常供
血。”她说，除了急诊、抢救供血以外，省人民医
院其他择期手术等病人需要用血完全没办法正
常供应，全部要靠病人发动亲朋好友“互助”献
血来解决用血问题。

她说，海南省人民医院每天本应按100个
单位来备血供临床用，但今年5月一个月时间，
包括互助献血在内，医院仅拿到了1928个单位
的血液制品。“紧急状态变成了常态，过去也缺
血，但从来没有像去年以来这么严重。”

无偿献血量持续下降
医疗用血量持续增长

据省血液中心提供的数字，海南无偿献血
人次和总量从2013年以来，双双持续下滑。

2012年我省无偿献血总人次和无偿献血
总量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13.54%和12.99%，
分别为94135人次和155136.75个单位。

但到了2013年，无偿献血总量同2012年
相比仅增加了0.39%。

今年1至5月，全省献血34149人次，无偿
献血总量55484个单位，与2013年同期相比分
别下降15.04%和16.25%。

与供血大幅下降相反，全省住院人数每年
都在增加。随着医疗技术水平提高，能做疑难
手术的医院多起来，而医保的全民覆盖，有病拖
着不医的人少了。“像选择做化疗的恶性肿瘤病
人就增加了，农村病人也大幅增加了，医疗用血
在不断增加。”夏兰说，“省人民医院每年住院病
人增长率为18%左右。”

据统计，近些年来，全省医疗用血量以年
15%的速度急速攀升。

地贫患儿输血才能保命
输血指征却一降再降

其实7岁的冼义德那天能输上血还是幸运
的，输血前冼义德的血红蛋白是72g/L。

海南是地中海贫血症的高发区，重型地贫
患儿必须靠定期输血来维持生命。重型地贫患
儿血红蛋白低到80g/L即达到输血指征，但由
于缺血，省人民医院有时不得不将输血指征降
到70g/L以下甚至60g/L以下才给予输血。

“血红蛋白70g/L的孩子如果得不到及时
输血，就只能躺在床上了，稍一动就会头昏。”夏
兰说，“我也知道得不到及时输血，会影响孩子
的发育，也曾有一位地贫患儿的家长打电话来
指责我，责问我这样的规定有何依据？但是我
无奈呀，没血提供！”

夏兰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前，有一位地贫患
儿的血红蛋白低到50g/L仍没有血液供应，她
打了好几次电话给省血液中心协调要血，“我说
你总得让人家输点血回家过年吧。”

拖5个小时才有血送来
救人最佳时机白白失去

“血液供应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临床工作。”
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肖占祥说：“排手
术时我们不得不考虑病人血液供应情况，老是
等血会错过最佳手术时机。”

肖占祥告诉记者，前不久，有一位72岁的
阿婆，主动脉夹层破裂入院，阿婆血压低、血红
蛋白低，病情重，必须尽快手术，但血站只能供
应急用血，阿婆又不属于抢救病人，血站要求阿
婆亲属“互助”献血。但阿婆来的5个亲属中仅
有两人献血800ML，其他亲属都是乙肝病毒携
带者，无法互助献血。

“阿婆胸腔里的血一直在慢慢渗着，拖下去
会有生命危险。”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肖占祥拉
着护士长跳上了献血车，两人给阿婆“互助”献
了800毫升血，阿婆才得以动了手术。

“紧急抢救的病人，只要度过了生命危险，
要继续补充血液，就必须靠互助献血。”海口市
人民医院骨科医师孔长庚说，“当天急救手术能
保证用血，但可能只过了一天，患者就必须发动
自己的亲属或亲朋好友来给他互助献血。”

输血科主任很难当。夏兰说，“有一次，某
科室有个病人突然大出血，当医生听说没有血
液供应时，竟然带着五个病人家属非常激动地
冲到血液科来理论。”我们像夹心层一样，两头
都难做。”夏兰说。

对夏兰来说，更难以忘怀的是2012年的一
次经历，一个脑出血的病人下午3时上手术台，
下午6时手术中突然出现血小板减少。“这个人
生命出现危险，你快想想办法。”医生嘱咐她。
从发现病人血小板减少开始，夏兰就出面协调，
不断地与血站沟通联系血小板，可拖到晚上11
点，省血液中心才送了一袋血小板，可惜太晚
了，病人的凝血机制发生了混乱。“不能说病人
及时输血就一定保得住生命，但眼看着挽救生
命的机会这样失去……”夏兰说不出的难受。

缺血 一天等不来
一袋救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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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何以解

不能过于依赖团体献血
占比达四成 极易受影响

从数字来看，2012年我省街头无
偿献血人次 48091（含互助献血），占
51.01%，而单位献血达到39935人次，
占比率为42.42%，我省无偿献血的四
成依靠团体献血。单位献血中，又主
要以高校学生、军人等团体为主。

过于依赖团体献血的负作用是献血
量不稳定，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2013
年我省高校献血人次10516，同比下降
了20%，中学献血人次1826，同比下降
了12%，拉动团体献血下降了7.46%。

团体献血与单位的重视程度和宣
传组织工作息息相关，人为因素影响很
大。省血液中心以往每年都会召开两
次全省学校无偿献血工作会议，但2013
年因故没有召开。固定停放在海口桂
林洋大学城的一辆无偿献血车，由于献
血人数太少，不得不撤出大学城。

“团体下降是造成血液供应紧张
的直接动因，但我省高校学生、军人和
公务员，加起来不过 20万人，人基数
太小，即使是这部分人都积极配合单
位参加无偿献血，增长程度也是有限
的。”杨毅军说，团体献血比重较大是
海南无偿献血一个令人遗憾的“特
色”，走依靠团体献血的路子，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杨毅军说，过于依赖团体组织无偿
献血，团体组织有个“风吹草动”，我省
无偿献血量就直接下降，比如今年1月
至5月，受种种因素影响，部队献血人次
同比下降了76.4%。而全省团体献血前
五月同比下降了37.99%。

值得一提的是，团体献血中，公务
员献血表现并不突出。“公务员理应在
无偿献血方面起到表率作用。”这是采
访中，大部分受访者的声音。

不能过度依赖海口三亚
两地占比最高 陵水仅0.86‰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
或地区无偿献血人口率达到20‰，才能基
本满足本国或本地区临床用血需求。

2013年，我省海口的无偿献血人次
占总人口比例达到25.65‰，三亚达到
22.80‰ 。 其 他 市 县 最 高 琼 海 ，才
6.30‰，五指山市6.06‰，乐东1.02‰，
最低的是陵水，为0.86‰。

海口和三亚无偿献血人次占总人
口比例高的原因，据介绍，是因为两地
高校多、部队多，省血液中心将团体人
群献血量计入海口和三亚。

我省只有一个血液中心，全省血液
供应实行统一调配，“如果按那些市县
1‰的无偿献血人次占比，当地的医疗
卫生事业要陷于瘫痪。”杨毅军说。

市县无偿献血率是否因无偿献血
不方便？杨毅军说，我省在琼海、儋州
和三亚都建有血液分中心，覆盖全省。
市县虽然无偿献血不如海口和三亚有
固定采血点那么方便，但流动献血车每
月都会定点开进各市县。

动员用血大户农民献血
仅53%本地人献血

却用了99%的无偿献血量

随着医保全覆盖，经济状况改善，
农村居民看病人数不断增加。我省各
家医疗机构的病房里，来自农村的病人
大幅增加。据省人民医院估算，该院农村
居民病人占70%左右，但这个群体无偿献
血微乎其微。“农村居民用掉了我省大多
数血液，但几乎不献血。”杨毅军说。

另外，据省血液中心统计，2013年
无偿献血95512总人次中，持海南本地
身份证来无偿献血的人次占比为53%，

外地人献血占比47%。
这与上海的情况正好相反。持上

海本地身份证2013年无偿献血人次高
达84%。“上海人民在支持全国人民用
血，但海南只有53%的本地人献血，却
用掉了99%的无偿献血量。”杨毅军说。

杨毅军说，市县献血率低和农民献
血人次少以及本地人士献血少等原因，
都直接反映出当地政府对无偿献血事
业重视不够，当地居民对无偿献血知识
知晓率低，因此公益行动乏力。

不该输的血 坚决不能输
医院不设输血科

管理不当致浪费

夏兰同时还是海南省医师协会输
血科分会会长，她认为，医疗机构不合
理用血问题，加剧了我省血液供应的紧
张程度。

2000年，海南省人民医院发生了一
起给病人输血输错血型的事故，痛定思
痛，医院第二年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输血
科。夏兰说，全省二级医院仅文昌市人民
医院按要求成立了输血科，配备了输血科
医师，绝大部分二级医院未成立输血科，
没有专职人员指导临床用血。“临床用血
是由医生申请的，但血液什么时候输，怎
么输，都是有讲究的，不需要输血的输了
血，就是不合理用血，就是浪费。”

今年5月30日，我省举办了临床合
理用血培训班，“我们向全省医疗机构
发通知，但来的大多是检验人员，医师
来得很少，可以看出全省医疗机构对这
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很不够。”夏兰说。

2013年，省人民医院加强血液使用
管理，用血量比同期下降了8%，海口市人
民医院力推微创手术，同时加强血液管
理，用血量下降了15%，但夏兰认为，对于
全省100多个用血的医疗机构而言，仍
有众多医疗机构存在用血不合理情况。

原因及对策
“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省血液中心主任杨毅军，如此形容2013年12月上任后面临我省血液供应的窘况。

为什么血液如此缺？杨毅军说，这与我省无偿献血过于依赖大学生、军人和公

务员等团体组织献血的模式有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他说。2013年，我

省高校学生无偿献血人次下降了20%，直接导致血液的紧张。

从我省无偿献血的人群构成和用血情况来分析，不难发现造成血液紧张的原

因，同时也可从中找到解决缺血的钥匙。

无偿献血
人数太少

“我母亲有心脏病在医院住院，要输血治
疗，医生说我们必须过来献血，母亲才可以用
血。我前几天已经献了400毫升血液了，但是
还不够用，今天又找了三个姐姐一起来献血。”
琼中的王随山对记者说，很不高兴。

日前，记者在海口明珠广场献血点看到，献
血屋的门刚开，就有一拨一拨的人前来献血。
但约有一半的献血者抱有一个目的：拿到《互助
献血回执单》，然后把这个回执单交给医院，医
院凭回执单才能向省血液中心申请用血，他们
患病的亲朋好友才能有血用。

2012年，全省互助献血人次还仅为6181人
次，占献血人次比率仅为6.57%，随着无偿献血
总量减少、血液供应紧张，我省互助献血人次比
例开始急剧上升。2013年，那些不得不为生病
的家人或亲朋好友献血以获得手术用血的互助
献血人次比2012年激增了145.14%，占总献血
人次比率达到了15.86%。

今年 1 至 5 月，全省互助献血人次达
10069，占总献血人次比率飚升到29.5%。

夏兰在2013年10月曾做过统计，当月省医
院，病患以互助方式获得临床用血的比率高达
48.9%。“互助献血本来应只是血液紧缺时的一
种补充，不能做为主流，过高会产生一系列负作
用。”夏兰说。

“这个数字是无奈的数字，是丢人的数字。”
杨毅军说。

负面作用一：
导致血液买卖 安全难保障

有的病人可能找不到足够的亲朋好友满足
互助献血要求，有的病人亲属可能身体不具备
献血条件，如果无偿献血不能满足他们用血，那
么这部分病患有可能买卖血液。

夏兰就碰到过。有一位子宫癌患者，术前
备血时发现自身有抗体，对这类病人是要严控
输血的。这个病患互助献血400毫升，手术中
没有使用。术后，她来找夏兰讨说法：“我可是
花了600元买了这两个单位的血！”大吃一惊的
夏兰马上向省卫生厅和省血液中心报告了这个
现象。

国家推行无偿献血制度，就是要杜绝血液
买卖，保障血液源头安全。自愿无偿献血是实
现安全及充足血液供应的基石。在自愿无偿献
血者当中，艾滋病、乙肝、丙肝等血液传染性疾
病的感染率要低得多。

今年1月，在一次全国性的无偿献血座谈会
上，围绕着要不要取消互助献血，展开激辩，全
国有20%的省份提出取消互助献血，因为太不
安全。但包括海南在内，高达80%的省份表示
反对，他们担心一旦取消互助，临床用血会完全
陷于无助。

“下一步我们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一个乡
镇一个乡镇去宣传无偿献血，但最重要、最关键
的是，政府要发挥作用。”杨毅军说。

负面作用二：
病人不理解 致医患关系紧张

海口市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伍燕，因临床
用血问题操碎了心。6月19日，省血液中心只
提供给海口市人民医院两个单位的AB型血，伍
燕觉得血液安全没保障，可血站说仅剩下十几
个单位的AB型血不能多给。伍燕思来想去，打
电话给省中医院求助了2个单位。尽管整日操
心用血问题，伍燕却被患者家属两次投诉到
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都是因为互助献血问
题。“我当时很吃惊。”她说，“病人家属质问，你
们医院为什么不去备血，为什么要让我们互助，
有些病人家属对此很不理解。

“互助有一种被逼的感觉，当然导致病人家
属反感。”夏兰说。

还有一种经常碰到的情况，有些互助献血
的病人，在实际手术中不再需要输血了，这样本
可节约用血给其他需要的病人，但有些家属会
大吵大闹，要求必须给自己患病的亲属输上。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医生不献血
医务人员是
“献血大户”

在海南师范大学，记者随
意询问了几位学生。一位学生
说出她不献血的原因：“我一个
同学的妈妈是医生，她说医生
都不献血，我也很少见到医疗
机构献血的新闻。”

实际数据表明，这不是事
实。2012年，我省医务人员有
3013 人次无偿献血。2013 年
我省医疗卫生系统有 2925 人
次无偿献血。今年1月至5月，
全省医疗卫生系统仍有 1271
人次无偿献血。

海口市人民医院每年1月
献血淡季会有 230 名至 250 名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是全省无
偿献血先进单位。海南省人
民医院输血科检验师陈德娟
从2001年开始捐献血小板，她
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获
得者。

？献血有害健康
一次献血400毫升
不影响健康

“医生说献血不会影响健
康，肯定是忽悠人的。”很多人
认为献血有损健康，从而害怕
献血。杨毅军说，一次献血
200 毫升—400毫升，只占总血
量的5%—10%，不会影响身体健
康。献血后，储存在肝脾等器官
的血液能及时补充血液循环，恢
复血容量。同时，机体会刺激
造血器官加快制造新的血液。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畸变

你不愿无偿献血
是因为这些误解吗？

2012 年我省
无偿献血总量
同比

2013 年无偿
献血总量同比

今年1月至5月
全省无偿献血
总量同比

全省医疗用血量
以每年 15%的速
度急速

献血量远远
跟不上用血量

12.99%

0.39%

16.25%

制图/许丽 我省需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
通讯员 陈姬妙 摄

今年海南用血十分紧张。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互助献血
隐患重重

血忧

去年以来，我省无偿献血量急剧下降，今年1至5月同比更是下降16%，
与此同时，全省医疗用血量却以每年15%的速度急增，严重影响临床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