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脐带血：在质疑中毅然前行
脐带血是胎儿娩出、脐带结扎并离断后

残留在胎盘和脐带中的血液
在以前是被丢弃的
但如今医学研究发现脐带血中含有丰

富的造血干细胞
临床价值和作用非常大
目前脐带血可治疗的疾病达到几十余

种
所以说，自存一份脐带血是有必要的
那么，脐带血具体能治疗的疾病病种有

哪些?

作用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

储存一份脐带血

为全家人的安全提供一份有力保障

在世界范围内，脐带血已经应用于多种
疾病。在我国原卫生部颁发的《脐带血造血
干细胞治疗技术管理规范(试行)》中规定，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治疗技术适应症包括白
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恶性淋巴瘤、多
发性骨髓瘤、恶性肿瘤、重症再生障碍性贫

血、重症放射病、骨髓衰竭、血红蛋白病、重
症免疫缺陷病、代谢性疾病等十几种类。

脐带血移植自第一例发展至今已经经
历将近30年，全世界以脐带血来源的造血干
细胞进行移植的临床案例逐年增加，最新数
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脐带血移植的病例已
经累计50000例以上。全球自体移植成功的
案例超过300例，有些父母还轻易相信一些
片面说法，放弃了孩子出生时的脐带血，当
小孩得病需要移植时，后悔莫及。不仅使宝
宝失去了宝贵的治疗资源，同时储存脐带血
赠送的保险也无法进行理赔。那些受到网上
不实报道影响或者周围非专业人士的鼓动，

将这宝贵的生命资源放弃的宝爸宝妈。而当
疾病真的落在自己身边时，却无力挽回。

自存脐带血，自用健康

当因患某些疾病需要移植时，自存脐带
血自用，无需配型，节省了宝贵的医治时间；
同时无排斥反应，得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机率
低，有利于术后恢复。自存脐带血不仅保障了
造血干细胞的来源，同时还可获得高额的医
疗费用赔付，为不幸家庭提供了有力的综合
保障。

脐带血和骨髓一样，含有大量的造血干
细胞，因此可以被用于干细胞移植，在临床

上可以根治白血病，地中海贫血症等很多严
重的疾病。而且和骨髓移植相比，脐带血有
两个巨大优势：

一、天然存在，你用，你不用，它都在那
里。无需手术，比找志愿者捐赠骨髓要简单
多了。

二、脐带血配型成功概率远高于骨髓配
型。骨髓里的干细胞配型是8位的，移植成功
通常需要7/8或8/8的配型，而对脐带血来
说，干细胞配型是6位的，只需要4/6配型(6
个位点有4个符合)。科学研究表明4/6配型
不完美脐带血和8/8完美配型骨髓移植在治
疗儿童急性白血病上成功率几乎一样。从脐
带血进入临床的20多年以来，已经有几万人
接受了脐带血移植，有很大比例被治愈。
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恶性血液病、某些
遗传性疾病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已逐步应用
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损伤、组织器官
修复、糖尿病和多种肿瘤的治疗。随着脐带
血自体储存数量的增加，自体脐带血干细胞
移植使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新生的病例
不胜枚举，脐带血干细胞展现出巨大的临床
应用价值。

随着社会公众对健康保障意识的加强，
更多的家庭为自己的宝宝储存了脐带血，而
在几年前，具备超前保障意识的人们尚不
多，但最近几年自存脐带血家庭数量大幅上
升，脐带血家庭库储存数量的增加，也使得
自存脐带血自救的案例逐年大幅增加。

一是弘扬孝德，宣传发动全
面化。各村结合“四德”活动，通过
入户走访、悬挂横幅、“村村响”循
环播放、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多渠
道宣传“孝德文化”。通过典型示
范，推动本街道老年贫困户顺利
脱贫。

二是街村联动，保障机制规
范化。为全面推行“孝德扶贫”工
作，经党工委办事处研究成立“孝
德扶贫”工作小组，街道办党工委
书记郭彬任组长负起抓“孝德扶
贫”工作的主要责任，办事处主任
宋宝华和副书记姚东庆任副组

长，9名管区书记任成员和包村干
部以及村两委干部任成员，配强

“扶贫”工作人员队伍。所有包村
干部每天下午6点调度所包村签
责任状和交赡养费进展情况，确
保“责任状”全部签完，赡养费全
部交到老人手中。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实施“孝德扶贫”

燕塔街道党工委牢固树立
“党建+”扶贫理念，打造了“扶贫
专业合作社”新品牌，探索出了

“党建+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新
模式。党工委鼓励党员、致富能
手、产业能人创办领办“扶贫专业
合作社”，街道提供金融、技术、人

才等各方面的支持，按就近原则
把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安置到农
业合作社上班。全街道已发展“扶
贫专业合作社”5个，吸纳贫困户
126户，“扶贫攻坚，党建筑基是关
键”，该街道党工委书记郭“扶贫
攻坚，党建筑基是关键”，该街道

党工委书记郭彬在谈到扶贫工作
时强调，“下一步我们街道将进一
步贯彻‘党建+’扶贫理念，强化党
建引领促脱贫，积极发挥党组织、
党员在扶贫攻坚中的带动作用，
真正把扶贫工作办成民心工程”。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扶贫合作社”扶贫

一是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健全工作机制。采用入户调查、民主
评议、公示公告和建档立卡”六步工
作方法对贫困老年户、贫困村进行
了精准识别，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强化扶贫开发责任制，

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真正落到实
处。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做到每个贫
困村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三是要管好用好扶贫资金，
钱花在刀刃上。集中用于最贫困
的群体、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对弄

虚作假等问题要严肃追究责任。
四是通过低保政策实施兜底

扶贫，对症下药解决贫困问题。把
改善贫困群众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拓宽基本增收渠道作为扶贫攻坚
重点。 (闫绍营)

莘县观城镇多措施扶贫到位

莘县燕塔街道多次组织领导
干部，通过入户走访、摸底核查等
方式，进一步摸清村情民意、摸清
贫困人口底子，制定切实可行脱
贫实施方案，精准确定扶贫对象，
确保“对症下药”精准实施。

一是根据各村地域条件、贫

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方面，制定
“一社区一方案、一组一计划”，统
筹协调，做到因人施策、对症下
药、精准实施。

二是针对贫困户致贫原因，将
贫困对象进行分类梳理，指导村级
组织和驻村工作组分别制订和完善

贫困村脱贫工作规划和贫困户脱贫
计划，增强贫困户“造血能力”。

三是解决突出问题，坚持问
题导向，重点聚焦解决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等领域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分清轻重缓急，有序推进。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对症下药”确保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开展

近日，莘县燕塔街道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按照党工委党委政府工作部署
要求立即开展结对帮扶行动，以高标
准、大力度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机关干部分别与张屯村、谷
庄村等6个共125户贫困户一对一
结对帮扶，力求实现到2018年这

些贫困户全部摘帽。帮扶干部深
入到各个村，与村两委展开面对
面座谈，了解贫困户基本情况，相
继走访了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
中，了解家庭状况、收入来源等情
况，分析致贫原因，酝酿具体帮扶
措施，切实做到“五看，四访，一措

施”，并在扶贫手册上记录、撰写
扶贫工作日记。通过一系列帮扶
措施力所能及地协调、帮助他们
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想方
设法帮助贫困户尽早摆脱贫困，
确保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工作取得
明显效果。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精准扶贫在行动

一、召开培训会议，详细安排
部署。召开精准扶贫大排查大筛
查工作培训会，对入户核查工作
做安排。

二、入村实地走访，提高实操

能力。组织核查组入村进行实地
核查培训，查看涉农补贴“一折
通”信息、危房改造情况以及教
育、扶贫产业项目落实情况。

三、进村入户全覆盖，核查反

馈抓整改。入户核查组严格按照
上级要求逐村逐户对贫困户人
口、住房、饮水、上学、医疗、低保、
产业发展及收入来源等基础信息
进行摸底核查。 (闫绍营)

莘县观城镇做好精准扶贫信息筛查工作

莘县张寨镇按照“政府引导、
集体发动、个人参与”的模式，大
力开展产业扶贫、特色养殖扶贫
和政府兜底脱贫。

该镇利用扶贫资金在东大寺、
尚庄等11个村庄发展光伏产业，建
设12个装机总容量达273 . 5KW的

光伏电站，已为69户贫困群众分红
4 . 4万元；前王庄、后王庄、三合村3
个村庄通过建设村集体大棚，已使
14户贫困群众享受到1 . 85万元的
租金收益。东节养驴场金融扶贫资
金收益和上级拨付的县级光伏产
业收益，实现302户贫困户受益；对

全镇447户贫困户逐户走访调查，
查清摸透每户家庭人员组成、准确
收入、身体状况等真实情况。根据
不同贫困程度，为每个贫困户分别
发放300-5500元帮扶资金，共发放
382户32 . 65万元，提升贫困户脱贫
速度。 (张柱刚)

莘县张寨镇：“三驾马车”带动提升脱贫速度

为进一步营造尊老、敬老、爱
老的社会风尚，将孝德文化与精准
扶贫相结合，近日，莘县莘州街道
深入开展“孝德扶贫”活动，主要针
对70岁以上丧失或基本丧失劳动
能力，无固定经济收入的贫困老
人。

该街道结合目前开展的“四
德”工程，做了以下部署：

一、通过喇叭广播、入户宣讲
等多种形式开展孝德扶贫宣传。

二、按照村级事务‘四议两公
开’程序，把‘孝德养老’写进村规
民约，逐步建立起长效机制。

三、确定赡养标准，要求不低
于每人每年600元，明确赡养人和
被赡养人的责任和义务。

四、在村‘两委’监督下，老人
和子女签订养老责任状，把孝敬
老人的钱物进行数字量化，春节
前由村里对年度孝德典型进行评
议表彰。 (曹现龙)

莘县莘州街道深入开展“孝德扶贫”

马素峰是莘州街道尹营村的一
户贫困户，丈夫因病去世，自己在纺
织厂打工供俩儿子读书生活，2016年
4月份，他们被莘州街道精准识别为
贫困户。

莘州街道纪工委书记杜珊珊
从2017年2月份开始帮扶马素峰
家，处于上学年龄的朋朋辍学在
家，跟母亲缺乏沟通存在隔阂。杜
珊珊数次与社区干部及街道扶贫

办的干部一起和孩子及其母亲促
膝长谈。经过反复工作，朋朋同意
学门技术，杜珊珊帮其联系到莘县
职业中专学习汽修。后又几次到职
业中专与学校领导沟通，终于职业
中专的领导在了解到朋朋的情况
后，积极与合作企业北方汽修联
系，为其减免了合作费用以及书费
7000余元，朋朋成功地转入了就业
班学习。 (曹现龙)

莘县莘州街道帮扶贫困户子女入学

莘县魏庄镇辖区内邹巷村、
李净庄村、南阳村、信庄村、范庄
村五个村庄的土地盐碱化问题，
是制约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一大
障碍，针对这一情况，魏庄镇计划
建设500米深井4眼，邹巷村2眼，
李净庄村2眼，性质为国有资产，
免费提供给符合条件的贫困户使
用。

附近村民反映：“村内土地盐
碱化严重，瓜果蔬菜长势不旺”。

打了这4眼深井后村民们都兴奋
不已，这里的百姓都说，“只要改
善了灌溉用水，我们的幸福日子
就要来了。”

精准扶贫必须要精准规划，
有针对性地开展真帮实扶，要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找
准精准帮扶切入点，制定完善切
实可行的帮扶方案，选准脱贫方
式方法，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 (李敬 王彦涛)

莘县魏庄镇建设深水井 助贫困户走向致富路

莘县魏庄镇按照市、县精准
扶贫的标准和要求，结合魏庄镇
气候、劳动力资源、市场等实际情
况，确定了魏庄镇冬暖式蔬菜温
室建设扶贫项目，该项目覆盖魏
庄镇全部贫困户，能够带动全镇
190户271人完全实现脱贫，现已
带动189户258人实现脱贫。

魏庄镇高效集约蔬菜大棚建
占地面积30亩，新建钢结构冬暖
式大棚8座，大棚所有权归镇政府
所有，由政府把新建的大棚向外
承包，在同等条件下贫困户优先
承租，每年收取租金产生收益部

分给贫困户分红，今年建成后租
金收益10万元，现已通过银行转
账的方式分发到每一个贫困户手
中，这个项目为当地群众实现增
收，改善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条
件，对促进当地蔬菜种植业快速
发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都具有
重大意义。

魏庄镇政府还组建了项目专
项工作组，监督和保证项目建设
的初衷，切切实实的去帮助贫困
户发家致富，使所有贫困户早日
脱贫，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 (李敬 王彦涛)

莘县魏庄镇建蔬菜大棚助贫困户脱贫

莘县东鲁街道：贫困老人温暖过冬

莘县东鲁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多措并举，确保贫困人员温暖过
冬，取得良好效果。

为确保贫困人员温暖过冬，积
极搞好贫困户危房改造，改造危房
80间，让35户贫困户告别漏风漏气
的危房，住进温暖舒适的新房。

开展冬季送温暖行动。入冬
之前，东鲁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
为全街道2017年98户贫困户每户
送去型煤一吨，炉具一个。

加强邻里互助，通过帮助老
人洗衣、做饭、晾晒被褥等方式，
让贫困老人过上暖冬，全街道已
有5名人员参与到“邻里互助”工
作中来，12名被护理人员受益。

签订孝德协议，以亲情温暖
老人。全街道村村签定孝德养老
协议书，参加孝德养老的老人达
300户500人，子女共为老人缴纳
孝德养老金20万元。

(刘炳麟 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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