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营救救溶溶血血新新生生儿儿 全全城城寻寻““熊熊猫猫血血””
一条求助信息引发社会关注，好心人专门从临清赶来献血

本报记者 邹俊美

26日，一条新生儿急需“熊猫血”的求助微信受到聊城网友关注。据了解，冠县一名RH阴性B型血(俗称“熊猫血”)的新生儿因跟母亲血型不
合引起溶血，在全身换血后仍出现贫血急需输血，医院和家人通过朋友圈求助好心人献血。信息一经发出，引来社会关关注，众多市民及公益志
愿者争相转发，一时间一场全城寻找“熊猫血”的爱心接力展开，有好心人专门从临清赶来献血。

【求助】

新生儿跟母亲

血型不合引起溶血

据了解，冠县万善乡一名
刚出生的婴儿是RH阴性B型
血，属于稀有血型，跟母亲RH
阳性血不合，引起严重胆红素
超标患上溶血症。

聊城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室大夫介绍，这是由于母、婴血
型不合引起的同族免疫性溶
血。“婴儿的血型是比较少见的
Rh阴性B型，若胎儿血进入母
亲体内，会产生相应的抗体，再
通过脐带的血液循环进入胎儿
体内，引起小儿红细胞致敏，而
出现溶血反应。”

治疗溶血症最有效的办法
是迅速给新生儿全身换血。恰
好血站有RH阴性血储备，在全
身换血后，孩子仍然出现贫血
现象，需要输新鲜的血液，医院
和家人便通过朋友圈求助好心
人献血。

信息一经发出，引来社会
关注，市民都争相转发，微信
群、朋友圈一时间被这条信息
刷爆。

【行动】

好心人专门从

临清赶来献血

记者了解到，信息发出后，
聊城很多志愿者协会伸出援
手，冠县烛光公益协会在协会
群内转发此信息，并要求所有
志愿者帮忙转发。高唐县爱心
公益协会也在协会的群内发出
该信息，一位志愿者的丈夫是
此类血型，表示随时可以来聊
城献血。聊城禾苗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总队队长王鹏表示，看
到此信息后，他们迅速在服务
队中寻找此类血型。

27日，记者从重症监护室
外采访时获悉，已经有好心人
来献血了，婴儿父亲带着他去
了献血车。记者辗转找了两个
献血点，终于见到患儿的父

亲和来献血的好心人。这位
好心人称，他在临清做轴承
生意，妻子看到信息后告诉
了他，他 2 7日一早推开手里
的活，冒雨来到聊城，去献血
车上献血。经过测试后，这位
好心人的血由于血脂稠，不
适合献血。但他当即表示会
注意饮食，三天后再来试试，
他还专门给自己认识的一位
同样血型的朋友打了电话。
就在这时，患儿的父亲表示，
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医院已
经找到了这类血。

聊城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室大夫介绍，目前婴儿情况比
较稳定，所需血量并不大。

【延伸】

“熊猫血”应急献血

志愿者有200多人

记者从聊城市中心血站了
解到，全市有200多名稀有血型
应急献血志愿者。聊城市中心
血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聊城

市RH阴性稀有血型献血者队
伍有300多人，其中应急献血志
愿者有200多人。虽库存稀有血
型血液一时充足，但血液保存
期为35天一旦过期就无法再用
了。“稀有血型献血者队伍是一
个互助组织，血站登记了这些
人的电话和家庭住址，遇到紧

急用血时，血站会通知这些人
献血。

血站工作人员表示，如果
市民发现自己是稀有血型，可
到血站登记，加入到稀有血型
献血者队伍。市民献血或咨询
可 拨 打 市 中 心 血 站 电 话
8512907。

专门从临清赶来献血的好心人。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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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尚磊

“感谢医生，让我在离开人世前没有遭受病痛的折磨，让我变得快乐起来，感谢宁养院，感谢有人照顾
我们，和我们做朋友。”说出这些心声的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贫困晚期癌症患者。在聊城有这样一个
团队，他们只有8个人，却从2011年开始先后为2300多名晚期贫困癌症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让这些患者
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目前已经有2100多人在他们的关怀下离世。

被医生感动

患者签遗体捐献书

“我还年轻，得这病后
我就是一名废人了。”这是
聊城市区一位患肝癌的中
年男子最初见到聊城市宁
养院院长高杰时说出的一
番话。这位患者41岁，家庭
经济条件很差，高杰去家访
时和他进行聊天沟通交流。
这位患者已经是肝癌晚期，
他特别希望在临终前找个
人好好的倾诉一下。

高杰和他的团队经过
多次家访，对这位患者进行
诊疗，这位患者已经把高杰
当成了朋友。眼看着自己的
病情恶化，6月的一天，这位
患者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
化，变得不再消极，到红十
字会签下了遗体捐献书。之
后这位患者把这件事告诉
了高杰。

这位患者说，他已经把
宁养院的医生当成了朋友，
在经过医生的诊疗后被感
动，希望去世后给社会做点
有意义的事情。

聊城市宁养院是山东
省唯一一家免费上门，为贫
困晚期癌症患者提供镇痛
治疗、心理辅导、护理指导
等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由
李嘉诚基金会与聊城市人
民医院联合创办，工作人员
有8人。目前宁养院服务对
象为聊城本地人，也有少量
聊城周边地区的患者。

不畏刮风下雨

按时到患者家中诊疗

“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患
者家在哪，每周一到周六上
午，我们的车都会按时去家
访，从没耽误过。”高杰介绍，
有时车子陷在泥泞的土路
里，都是好心村民给拖出来。

记者了解到，李嘉诚基
金会每年拨付给聊城市宁
养院140万元经费，这些钱
全部用于药品、车辆维修、
学术活动、组织公益慰问
等。而宁养院8名员工的工
资以及水电费等开支，均由
聊城市人民医院承担。聊城
市宁养院院长高杰介绍，这
140万元里药品支出占大部
分，尤其是止疼类药物。他
介绍，曾经一名患病老太4
年时间所用的止疼类药物，
花费就达到了10万元。

正因如此，140万元看似
不少，但高杰表示他必须精打
细算，合理分阶梯给患者用药。
这样的话能保证钱花到刀刃
上，还能帮到更多患者。截至今
年7月20日，聊城市宁养院已经
累计服务患者2300多人，其中
有2100多人已经离世。

方便贫困晚期癌症患者

定期给止疼药

止疼药不少都属于精
神类处方药，这类药品受到
严格管制，患者想要获取必
须到医院就诊。即使获得了

医生处方，也只能拿到限量
服用的药物。而宁养院医生
定期家访并能根据情况开具
处方，患者家属便可定期来
领药。这极大方便了贫困癌
症患者合理使用止疼药，已
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感谢你们，让我的孩
子临走前没受罪。”一位3岁
的癌症患儿走完了人生最
后一程，他的妈妈来到宁养
院里感谢医护人员。与其说
是来感谢，不如说这位母亲
是来倾诉丧子之痛，她把宁
养院的医护人员当成了亲
人，在她眼里，是这些人帮
她的孩子减轻病痛的折磨。

宁养院院长高杰说，这名
3岁孩子在癌症晚期常常因为

疼痛大喊大叫，给孩子的父母
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通过
家访，宁养院社工对孩子和父
母进行了精神疏导，医生则教
会了父母如何使用止疼类药
物。就这样，孩子在他生命的
最后几个月里疼痛少了很多，
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聊城市宁养院的人文
关怀服务也逐渐吸引了更多
医疗机构的眼球。聊城一家
县级医疗机构的肿瘤科负责
人就曾把高杰请去，给肿瘤
科病房医护人员培训授课，
目的是想要把临终关怀理念
融入到病房的医疗护理服务
中。目前聊城市宁养院已经
招募了不少志愿者从事家访
工作，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宁养院院长高杰到患者家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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