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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演绎爱心 义举传递温情
观察
■ 邓瑜
第 15 个“世界献血者日”临近，澄
迈县金江镇长坡村土尾村民小组组长
王泽谦及他组织的我省首个“村民献
血团”，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王泽谦
是当地的献血达人，他不仅自己坚持
将近 20 年无偿献血，还组织带领村民
集体献血。
“村民献血团”中 70 多位村
民年龄不一，却有着共同的心声，那就
是“一起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无偿献血是临床病患用血的重要

来源，正是各地广大无偿献血者定期
或不定期地献血，才使得临床病患用
血有了稳定的血液供应。近年来，随
着 医 疗 事 业 的 发 展 ，医 疗 水 平 的 改
善，手术患者日趋增多，临床用血的
压力也日趋增大，一些地方还动辄因
为献血不足造成血库告急，这种情况
在海南也时有发生。血液不能充足供
应，不仅会给临床急救造成严重威胁，
还会对一地医疗事业发展造成极其不
利的影响。
杜绝血荒现象出现，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澄迈县“村民献血团”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回馈社会”不是一句空
话。在血液供给压力日趋增大的当
下，王泽谦和村民的事迹无疑给社会

现场随思录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不容破坏！屯
昌县近日组织环保、城管等部门对饮
用水水源地——良坡水库一、二级保
护区范围内 5 口违建池塘及其附属设
施依法拆除。此举旨在保护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
保障群众的饮用水安全。
诚然，海南生态环境好，全省城
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总体
优良。加之我省采取多项举措保护
饮用水水源，出台了《海南省饮用水
水源保护条例》，并划定了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但是，我省个别
饮用水水源仍遭受农业面源污染、村
镇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等，进而影响
了水源地水质。因而，净化水环境，
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尤显重要。
水，
被誉为生命之源，
获得安全的
饮用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治理，关系到
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饮用水水源保护是保障饮用水
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保护生命
之源的重中之重。保护饮用水水源，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解决饮
用水水源地突出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
之一。正因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如此重
要，省有关部门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应
对此高度重视，
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好《海南省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这一利器，
依法治
水，
从严治水，
像爱护眼睛一样全力守
护我们的生命之源。
守护生命之源，首要任务是要落
实责任，
排查隐患。环保、
水务等部门
应通力协作，
落实部门责任，
启动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督促指导市、县政府开展饮用水水源
地排查，
加大巡查执法力度，
逐一列出
问题清单。其次，要针对饮用水水源
保护存在的问题，按照“一个水源地、
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要求和“依法
依规，
实事求是、
一源一策、
稳妥解决”
的原则，
加强整治，
并建立问题清单整
改销号制度。依法查处水源地违法排
污行为，拆除保护区内的违建及其设
施，全面净化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让
我们携起手来，打一场生命之源守卫
战，
通过综合整治，
让山更青，
水更碧，
生命之水源远流长。
(侯小健)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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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00 多万人献血比例低，
更多地依赖
团体献血；互助献血比重过高；献血屋
数量少、位置不尽合理，可及性和舒适
度都不够，并且海口、三亚以外的其他
市县献血者如要献血，要么等待每月
的流动献血车，要么耗时耗力到海口
等地献血，
极不利于民众自发献血。
对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献血
制度，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全
社会参与的无偿献血长效工作机
制。例如，多措并举解决好献血场所
问题，加大投入增加城乡献血点，提
升无偿献血的便利性和可及性等。
此外，还要进一步创新宣传和服务形
式，以更新颖、活泼的方式让更多民
众了解无偿献血的知识和理念，充分

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同时，采供血
机构要加强对无偿献血者的服务和
关爱，精心呵护献血者的热情，努力
为献血者创造更加便利的献血条
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献血成为
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一滴血延续的是生命的温暖，
传递
的是一个城市的体温。当我们坐上采
血椅，献出一袋承载着爱心的血液时，
可能挽救的是一个濒危的生命，
挽回的
是一个因疾病摧残而可能破碎的家
庭。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如同王泽谦
所说的，
“ 既能挽救生命，又能快乐自
己”
何乐而不为？让我们一同参与到无
偿献血这一义举中来，
共同接力完成城
市爱心传递，
共同呵护生命之花！

微评

时事图说

像护眼一样守卫生命之源

带来了正能量，让人们从这群朴实的
农民身上，看到了质朴善良与无私奉
献，也看到了社会互助共济携手前行
的坚实步伐。近十年来，正是一个个
“王泽谦”的带动，海南参与无偿献血
者的人数几乎年年保持增长，这一可
喜的变化折射出的是海南民众公益献
血意识的提升，
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随着海南民众无偿献血意识的提
高，海南血荒现象确实得到了有效缓
解，但是有效缓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
以高枕无忧。实际上，我们在民众无
偿献血方面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如：目前我省献血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10‰，
比重仍低于 20‰的合理比例；
献
血人群结构不合理，占全省绝大多数

“药荒”上演何时休
近日，多家媒体曝出，被称为乳
腺癌“救命药”的赫赛汀自去年纳入
医保之后，在全国多地出现缺货状
态。其实药品短缺已不是偶发现
象。许多首选救命药被纳入医保后
频遭“降价死”，患者们不得不选择
昂贵的替代药品。
过去几年间“药荒”轮番上演，
一降价就消失俨然成为许多首选救
命药的魔咒。事实上，廉价药逐渐
消失，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利润空
间，并且随之形成了原料供应商、药
品生产企业与销售终端的博弈。药

品是特殊“商品”，事关人命，不能完
全由药企、药商等按照自由市场的
模式操作，该严管的不能含糊，该控
制的不能放松。当然也不能一味地
强求药企和药商当“活雷锋”，有关
方面不妨采取行业领域内“找齐”的
方式解决，让利润实现内部流动。
这正是：
降价就死太任性，
“药荒”
频演害人命；
事件恶劣惹人愁，
还须重拳来惩治。
（图/朱慧卿
文/邓瑜）

@人民日报：
“ 扫黄打非”没有谁
能置身事外。近日，一些电商平台的
“涉黄涉暴”现象受到查处。
“黄暴”信
息危及公共利益、
挑战社会底线，
也关
系电商命运。电商平台应在“扫黄打
非”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及其共享方面
进行充分合作。电商“扫黄打非”，没
有谁能置身事外。
@中国青年报：
“ 互骂群”刺激敏
感话题，没必要刷存在感。最近，网
上开始流行网上“互骂群”。有媒体
从微信方面了解到，对此，微信平台
已经介入，一旦查实将会进行包括但
不限于封停功能、限制登录处理。心
理学家指出，简单、粗暴的骂战，无法
从根本上缓解压力、宣泄情感；律师
更表示，网络空间里骂人，同样要负
法律责任。
@法制日报：政府平台倒逼租房
中介规范化。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
城市搭建政府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
台。承租人只要进入政府租房平台，
就能完成寻找房源、租赁交易等全部
流程，
既省时间又省费用，
更重要的是
放心。同时，政府租房平台还可倒逼
线下中介和网上租房平台规范化。当
然，仅倒逼还不够，还应该像搭建政府
租房平台一样管好市场平台。（邓辑）

来论

拒录“肝炎”骑手
是隐性歧视
近日，乙肝公益组织“亿友公益”批评美团外
卖涉嫌招聘歧视——相比《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
目录》中单列的病毒性甲肝和戊肝，美团骑手注
册协议以“病毒性肝炎”代替，而实际上病毒性乙
肝并不在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之列。
（6 月 10 日
澎湃新闻网）
简单地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甲肝和戊肝
患者不能从事与食品、餐饮有关的工作，据此，他
们自然也不能注册为外卖骑手；而美团外卖的骑
手注册，却扩大了禁止外延，将所有患有“病毒性
肝炎”者排除在外，其中包括病毒性乙肝患者，此
举自然会遭到乙肝公益组织的激烈批评。
从 法 理 上 讲 ，美 团 此 举 的 确 不 妥 ，涉 嫌 招
聘歧视或就业歧视，不符合现行法律和政策规
定；但从道理上讲，美团此举并不让人惊诧，或
者说也有某种无奈的成分，并且得到了很多网
友的支持。
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人对甲肝、乙肝、戊肝
傻傻分不清楚，不知道其病理、症状、传不传染以
及会通过什么途径传染，于是稀里糊涂、一股脑
地认为“肝炎会传染”。即便那些对乙肝有所了
解，知道乙肝不会通过共用餐具、母乳喂养、拥
抱、接吻、握手、咳嗽、喷嚏传染的人，也往往抱着
“宁肯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尽量远离乙肝患
者，这和人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如出一辙。
于是，美团外卖这一涉嫌违法之举却赢得很
多网友的支持，也就不奇怪了。换言之，如果美
团招聘乙肝患者做骑手，恐怕会遭到很多消费者
的抵制。如今外卖行业竞争激烈，某个细微因素
都可能决定人们点餐时手指指向哪里，百般讨好
消费者是每个外卖平台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商业
利益与公平就业之间，美团外卖选择了前者。
所以，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社会上业已存在
对乙肝患者的误解、偏见和歧视，美团外卖为了
商业利益、讨好客户，才极力去迎合这种歧视，从
而拒绝招用乙肝患者做外卖骑手。或者说，人们
对乙肝患者的歧视，
“传染”
给了美团外卖。
可见，歧视不仅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传染
病”，它起源于误解，由于误解而产生偏见，并经
由人云亦云、从众心理的发酵，最终变成一种根
深蒂固的社会顽疾。既然是顽疾，纠正它、消除
它就不是一时之功，这正是让人无奈之处。
更无奈之处在于，
“ 显性歧视”还好办，受到
批评的美团外卖可以取消对乙肝患者的禁入性
规定，但仍可以通过私下操作将乙肝患者排除在
外，拒绝招用一个人的办法多得是、理由多得很，
对于这种“隐性歧视”
，又奈之若何？
（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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