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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连接你我”无偿献血征文
优秀作品选登（十四）

人们由于体力活动的
减少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体内积存了越来越多的脂
肪。好多人的血脂长期处
于较高的水平，俗称“血
稠”。“血稠”的结果就是
脂肪一层层地附着在人们
的血管壁上，最后导致动

脉硬化、血管弹性降低，形
成心脑血管病。而经常献
血，减少了体内一部分黏稠
的血液，再通过正常的饮
水，填充了血容量，使血液
自然稀释，血脂就会随着下
降，也就减轻了动脉硬化的
隐患。 (市中心血站供稿）

张众主任说，近些年来，保
健品 （含保健食品和器械） 市
场乱象丛生，甚至已经成为

“害人品”，他在临床工作中曾
见过高血压患者拒绝正规降压
治疗而盖 3000 元一床的降压被
子，最后因高血压脑病而入
院；有糖尿病患者每月服用
6000 余元的所谓降糖保健品，
最后因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而入
院；更有甚者，一对退休老
人，痴迷于各种保健品，这几
年先后花费了 40余万元，三个
女儿不愿意和其来往。

什么是保健食品呢，张众说
保健食品的定义是“食品的一
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
性，能调节人体的机能，适用
于特定人群食用，但不以治疗
疾 病 为 目 的 （保 健 器 械 类
似） ”。作为一种调节人体机能
的食品，为什么仍有那么多老
年人对此趋之若鹜呢？

张众分析，究其原因，就在
于保健品销售者玩的花招：

第一，对产品精心包装，夸
大疗效，甚至吹嘘成灵丹妙药。

例如××蜂胶产品，宣传得
百病皆治，实际上蜂胶功效的
研究多集中在动物或者细胞身
上，针对人的实验规模都不
大，在医学上不被认为能够足
以得出结论。而根据中国蜂产
品协会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
蜂胶每年产量约 300吨，然而我
国蜂胶每年的实际销量却将近
1000 吨。诸如此类的保健品不

胜枚举。
第二，采取多种技巧忽悠老

年人掏腰包。经常采用的方式
如：抓住老年人的心理特点，

“花钱买健康！没有健康要钱有
何用”；采取免费赠送、试吃、
试用等小恩小惠方式；打亲情
牌，频频打电话、上门，满口

“大爷大妈”叫着，甚至帮助做
家务；免费体检，查出一大堆毛
病吓唬人等等。诸多方法的最终
目的还是让你乖乖掏钱。

老年人为什么容易上当受骗
呢？首先，老年人重视健康，舍
得在健康方面投资，但由于医学
知识匮乏，部分老年人患病以后
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另外，
由于人生经历不同，老年人对目
前的社会状况了解不深、认识不
够，防骗意识不强；老年人耳朵
根子软，几句话就被忽悠晕了。
固执，不听劝，也是老年人上当
的原因之一。

那么，老年人该如何防骗，
张众给了广大老年人一些建议。

首先要有防骗意识，“天上
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不
要贪占小便宜。老年人要学习一
些基本医学常识，要尊重科学。

有些保健品从包装上看非常
像药品，而推销者往往也有意无
意地把保健品当成药品推销。但
大家一定要记住：“像药的东西
未必是药！”正规的药品都是有
批准文号的，国家药监局网站查
不到批准文号的都不是药品。

老年人如果要买保健品最好

征求征求子女的意见，要让子女出
出主意，千万不要脑子一热花一大
笔血汗钱买来一堆废物。

保健品注定不会给你带来惊
喜，但为什么一部分人用了保健品
以后感觉效果不错呢？

其实保健品对部分容易受暗示
的老年人可以起到安慰剂作用，从
而出现一种虚假的“疗效”，另
外，一些保健品违法添加药品，让
患者误以为是保健品自身的所谓效
果，而这种行为会给患者带来极大
的风险。 晚报记者 宋云层

那一年 在玉米拔节声的脆响里
我加入了 血液银行——这个团体
如佛家所言 缘来缘聚

那一年（20多年前） 我的至亲住了院
没有惊恐 更不懂得撸起袖管
望着正在输的那瓶鲜血
潜意识里 我总觉 有惊无险

那一年
一个十字路口
目睹一老人 喋血路面
不晓得 人很脆弱 生命之无常
只想 那个人死了 有点可怜

那一餐 四千余人 吃了两千份鸭血
无可名状 ——心头的 那点点 不堪

那一年的那一天 阳光灿烂
采血车上 我献出了 人生的第一袋鲜血
心里 有种 飘飘然

“亡羊补牢 未为迟也！”
献血 原来是如此的 快乐 简单

血液储蓄 是一份令生命更厚重的保险
自利利他 功德无量 大道至简

我们是红尘中的凡夫俗子 与万物息息相关
我们是这个地球上的 统治者与破坏者
善人 践行人道 心中菩提
恶人 咎由自取 回头亦是岸

生命诚可贵 布施天地间
敬天畏地 珍爱生命 有你 有他 有我 看咱！

献血 是一种使命 一种大爱
是一种舍得 一种奉献
用静美之心 献纯净之血 开静美之花
献血路上 利我 利你 利他 利她……（王春雨）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新一
轮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
单位创建活动，梁园区白云街
道办事处不断细化保障措施，
深化优质服务，成立专门的创
国优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
的方案、措施，努力形成统一
有序、积极向上的创“国优”
形势。

白云街道办事处通过宣传
单、横幅、黑板报等形式，加

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计生创
“国优”的重要意义和进展情
况，提高群众对创“国优”的关
注度和认知度。先后定制 10 余
条横幅悬挂在主干道和小区门
口，5个社区都创办了计划生育
宣传专栏，张贴计生创“国优”
标语等，为创建工作营造浓厚氛
围。此外，该办事处还通过制作
宣传展板、打造计生文化一条
街、张贴标语等形式向辖区的干

部群众宣传计生创“国优”知识，
有效地提高了计生知识知晓率。

为更好地开展计生优质服务工
作，白云街道办事处加大对计生专
干的培训力度，提高辖区计生干部
对计生知识的知晓率，巩固计生工
作服务水平，提升计生专干的综合
业务水平，建立计生长效管理机
制，为全面开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陈宝刚 韩冰

本报讯 “太感谢了，你们不
但服务热情，而且品德高尚，真
是新时代的‘最美护士’呀。”9
月 6日，在商丘市中心医院骨一
科 2床，患者家属黄老太拉着实
习护士翟洁嫒的手连声道谢。

原来当天早上 7 时许，患者
家属黄老太在交住院费时，因着
急为病人买饭，不小心把钱遗失
在住院交费处窗台下。黄老太刚

离开不久，恰巧耳鼻喉科实习护
士翟洁嫒到住院处为病人办理记
账手续，刚走到住院处窗口，她
发现地下有一沓钱，捡起来后看
到整整有 400 元。翟洁嫒心想，
失主丢钱后一定非常着急。为尽
快找到失主，她立即将钱交给住
院处值班人员，并根据交费的时
间节点调看监控找寻失主，通过
监控显示，她终于找到了失主掉

钱的画面。经过核实，在骨一科 2
床找到了失主黄老太，翟洁嫒与耳
鼻喉科护士长郭凤琴一起将捡到的
400元钱归还失主。

“我当时没有多想，不是自己
的东西，捡到了就应该赶紧归还人
家，尤其是在医院捡到的钱，也许
是患者的救命钱，肯定要第一时间
去寻找失主。”翟洁嫒平静地说。
本报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席军

大道至简张众，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第二届继承型高级中医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河
南省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商丘市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
院内分泌科、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进修学习。长期从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

老年人如何避免保健品陷阱
人物名片：

经常献血可以降低血脂吗

实习护士捡钱急归还 被赞“最美护士”

白云街道办事处新“国优”创建有声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