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时大家都仰慕英雄， 其实
当您捐出热血时就是做了一件有
意义的事情， 但到底怎么做才能
顺利地献血呢？

STEP1�填表

献血前先填写献血登记表。

STEP2�献血前初筛

献血前要对献血者身体和血
液初步检查， 以判断是否可以献
血 ， 检查内容有 ： 测血压 、 心
率 、 听心肺 ， 检查血型 、 血比
重、 检查乙肝表面抗原， 有条件
还检查转氨酶。

献血通常会选用左手的无名
指 ， 取几滴血做快速的血液初
筛，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解剖学角度， 拇指和小指
活动的肌腱滑液囊比较丰富， 在
这两个手指上采血针眼保护不好
则容易发生感染， 而食指和中指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程度最高， 最
后就剩下无名指了， 通常右手使
用率要比左手高， 因此采血时一
般就选用左手无名指了。

另外， 献血前做血液初筛
是为了筛选出指标不合格的献
血者。 初筛项目合格后才能进行
献血。

STEP3�采血

根据我国的 《献血法 》 规
定： 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
为200ml， 最多不得超过400ml。
献血时手捏握力球可以使手臂静
脉血管充盈， 加快血液流动利于
采血， 同时能转移注意力， 缓解
献血者紧张情绪。

STEP4�献血后

献完血后需在现场休息10-

20分钟， 无感不适后方可离开。
如果有头晕乏力的反应， 可以适
当喝点八宝粥或葡萄糖水。 很快
就能恢复正常体力了。

献血后两日内不要做剧烈运

动， 且当日不宜用采血的手臂提
重物， 更不需要进行大补。

献血后只要多喝水 、 多休
息， 多吃含铁、 含维生素C的果
蔬就好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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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
医院输血科主任张颖介绍 ： 首
先， 献血者一般是到正规的医
院或者机构去进行捐献 ， 基本
不会出现什么医疗事故。 当然，
也不会出现机构倒卖血液赚钱的
情况。

其次， 献血会给自身造成很
大伤害的说法也完全是无稽之
谈。 献血前会有专业医生给献血

者进行检查， 若是献血者条件不
合格， 那就不能献血， 所以献血
者身体要符合标准才能被允许捐
献血液。

再者， 一次献血的量最高为
400ml， 一个成年人失去400ml的
血液并不会有身体危险。

如果身体条件不适合， 负责
抽血的医务人员也会劝献血者放
弃献血。

健康人群献血 对身体无害且有益
世界献血者日

我们是否有想过一个人平安度过一生的几率有多大？ 生命其实很脆弱。 从出生到老
去， 有可能遭受火灾、 疾病、 交通事故等大大小小的意外。 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
情，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我们这么幸运。 当他们发生这些意外的时候， 可能需要我们的
热血来重获新生。

2018年6月14日是第十五个世界献血者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 为他人着想， 捐献
热血， 分享生命。

更多的人献血会使更多的生
命得到挽救， 也可以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

献血既可以促进人体的新
陈 代 谢 ， 增加人体免疫力与抵
抗力， 同时刺激造血功能， 可以
防止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

调节与改善心理状态： 献血
是一种正向及健康的情绪， 可以
沟通大脑与其他组织器官的活动
与状态， 有利于情绪的改善与心
理状态的调节。

延缓衰老的发生： 有一些专
家学者的研究表明， 定期献血的
人会减慢衰老的进程， 比不献血
的人看起来年轻很多， 献血的人
往往更加有活力与生命力， 平均
寿命也比不献血的人高。

献血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
有那样严重的后果 ， 献血既帮
助了别人， 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利 ， 也教会了人们要懂得奉
献， 献出爱心。 但献血一定要根
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不能盲
目献血。

献血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健康人群献血反而好处多多

如何成为一名“热血英雄”

很多人不知道， 嘴唇有时也
会反映一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
美国 《预防》 杂志网站总结了从
嘴唇看出来健康信息。

嘴唇肿胀。 它是过敏反应的
一个迹象 ， 同时伴随出现流眼
泪、 皮肤瘙痒和荨麻疹等其他症
状， 可能因为新口红、 吃的食物
等引起。 如果肿痛厉害， 就需要
去看急诊了。

缺乏某些营养成分。 如果嘴
唇突然变干，或是嘴角开裂疼痛，
你可能是缺乏铁、锌、维生素B3或
B6。 解决方案： 如果嘴角总是开
裂， 可能需要去医院做检测。 红
肉、鲑鱼、鸡蛋和绿叶蔬菜等是铁
和锌的丰富来源，可以多吃点。在
某些情况下， 你可能还需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服用营养补充品。

流口水。 嘴角裂缝处疼痛的
另一个可能原因就是流口水所引

起的， 它的学名是口角炎。 如果
你睡觉时磨牙或带假牙， 睡觉时
唾液就会聚集在嘴角处， 可能引
起酵母菌感染。 酵母菌在一夜之
间就会快速繁殖， 让嘴唇娇嫩处
的皮肤开裂。 爱磨牙的人可以佩
戴夜磨牙垫， 假牙出了问题要及

时更换。
压力太大。 当你承受了极大

的压力时， 很有可能在嘴唇周围
出现几个口唇疱疹。 它们是免疫
系统功能受到损害的迹象。 学会
放松，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狼狈。

（周铭）

医学研究证明 ， 某些植物
中的挥发性物质， 可直接通过
鼻腔黏膜或皮肤吸收， 起到消炎
杀菌、 镇静安神等作用。 中医使
用的药枕、 香囊等， 就是利用吸
入气味而达到治病的目的。

洋葱和生姜具有特殊气味。
洋葱含有一种叫做硫化丙烯的油
脂性挥发物， 具有较强的杀菌、
刺激消化腺分泌功能。 其气味闻
久了能让人产生昏昏欲睡的感
觉 。 生姜性味辛温 ， 有解表散
寒、 温中止呕等功效。 现代研究
证实， 生姜中含姜辣素等成分，
具有解热、 镇痛、 抗炎、 催眠、
促进血液循环等作用， 它的味道
能使大脑神经敏感性降低， 舒缓
精神压力、 调节失眠。

方法： 将20克左右的生姜洗
净， 切成碎末， 用纱布包裹置于
枕边， 睡前闻其味道； 或取1/4
洋葱头， 洗净捣烂置于小瓶内盖
好， 睡前稍开瓶盖闻其气味。 一
般连用15~30天可明显改善睡眠。

长期失眠者应养成规律的
作息习惯 ， 注意劳逸结合 ， 多
参加体育锻炼。 如果失眠与某些
慢性疾病有关， 还应当积极治疗
原发病。 （盛石）

枕边放姜睡得香

身身体体好好不不好好
一一看看嘴嘴唇唇就就知知道道

声

明

姚振武 （男， 30） 于2017年11月到北
京朝阳社保稽核科投诉我司未给其上2016
年3月至2017年3月社保， 我司配合补缴，
其不知何故一直未缴纳个人部分， 并一直
无法联系， 我司在2018年2月给其发出交费
通知也未收到其任何答复。 现补缴期限已
过， 我司登报启示， 即视为姚振武本人自
愿放弃我司为其补缴上述时间的社会保险，
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就此期间社保问题与
我司发生任何纠纷。 特此声明！
福建鸿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