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14日是第16个“世界献血者日”，世界各
地正在同时庆祝这一节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献血和普及
安全输血，这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
的口号是“人人享有安全血液”，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在
提供医疗保健过程中，普遍需要安全血液而自愿献血，在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主题强烈
鼓励全世界更多人成为献血者并定期献血。

世界因奉献而更加美好。有这样一群人，对社会而
言，他们是普通的单位职工、公司职员、在校学生；对家
庭而言，他们是敬爱的爸爸、妈妈，乖巧的儿子、女儿；
而在无偿献血队伍中，他们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光荣的无偿献血者和幕后英雄
的善举。近日，记者采访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
得者范军峰，作为我市多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
得者中的一员，范军峰或许不是最优秀的，但他身上却有着
所有无偿献血者身上共同的特点：有爱心、肯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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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一个半小时伸直手臂献血，坐在
那里几乎不能移动，有多少人能坚持下去？

如果让你一个月左右献一次血小板，坚持
十几年，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范军峰做到了，从 2002 年开始第一次献
血，范军峰已经坚持无偿献血17年，累计献血
120 次 （含献全血和血小板），如果每次按献
400ML 全 血 算 的 话 ， 他 的 献 血 量 已 达 到
48000ml，一般一个成年人总血量约 4000ml，
相当于12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

一滴水是平凡的，它势单力薄，随时可能
被蒸发，然而就是范军峰这一滴平凡的水，成
千上万地汇聚成小溪、河流，最终汇入大海，
一滴平凡的水变成了伟大的海洋。

“比我献血多的人还有很多”

2002 年，范军峰 18 岁。范军峰身上有着
“80”后青年普遍拥有的特质：坚强、有毅力、
肯吃苦，对新鲜事物有着探索的好奇心，源于
此，就有了他第一次无偿献血。

18岁，他认为自己应该送给自己一份“成
人礼”，于是，带着满腔热情，范军峰加入到无
偿献血的队伍中。回想起当初献血的感想，范
军峰觉得只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无偿献血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新的开

始，我不能开了头，就没有了尾。”第一次献血
后不久，范军峰就当兵入伍去了石家庄。虽然
人到了外地，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爱心奉献，
一有时间他就会到部队附近的献血屋献血，当
兵2年从没有间断过。

2004年范军峰退伍回到商丘，成为了一名
普通的职员。自由的生活没有淹没范军峰的爱
心，此后的日子，他都会按时到献血屋捐献血
小板，这似乎成了他的第二职业。捐献血小板
取血时间较长，取一次血需要一个多小时，偶
尔还会使身体感到不适，因此许多人都难以长
期坚持，但范军峰克服了这些困难。由于他经
常献血，刺激了身体的造血功能，提高了血小
板的计数，有时一次可以捐献两个治疗量的血
小板，捐献血小板的时间也从一开始的一个半
小时左右缩短到现在的四五十分钟。

截至 2019年 6月 11日，范军峰已经累计献
血 120次。当记者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献
血达人”时，他却谦虚地表示，自己献血不是
最多的，比他献血多的人还有很多，自己只不
过是献血队伍中最普通的一员。

每当身边有人质疑献血是否对身体有害
时，他总是耐心地对别人解释：一个健康成年

人的总血量为4000毫升至5000毫升，约占体重
的 8%。一次献血 400毫升只占总血量的 5%至
10%，献血后失去的水分、血小板、红细胞等
会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而且，献血后由于
身体造血功能加强，失去的血细胞很快得到补
充，所以说一个健康的人，按规定献血，对身
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会
有利于健康。

“一袋血可以拯救一条生命”

范军峰是商丘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科的
一名普通职工，作为医疗卫生系统中的一员，
他深知血液对临床工作的重要性，“无偿献血可
以拯救他人的生命，是一种爱心接力。”范军峰
对无偿献血有着坚定的执着。

2005年，范军峰听说商丘可以采集造血干
细胞了，他便去了采集现场，经过分型检测，
他的资料被成功加入中华骨髓库。“我是B型
血，加入中华骨髓库后，因为一直没有配型合
适的患者，所以我还没有捐献过造血干细胞，
如果有需要，我会义不容辞地捐献。”范军峰
说，造血干细胞不仅可以治疗白血病，还可以
治疗许多重症血液病。

范军峰还是一位“移动”无偿献血“宣传

员”、志愿者，每年的“6 · 14献血者日”，他
都会加入无偿献血宣传队伍中，以志愿者的身
份向身边人宣传无偿献血的好处。在他的影响
下，父母和妻子也从一开始的反对，到现在理
解、支持他无偿献血，身边越来越对的朋友也
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去。此外，除了在
商丘，他的献血足迹还遍布于石家庄、上海、
郑州、成都等城市。

对于获得过多少无偿献血荣誉，范军峰也
记不清了，“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全国无偿献
血金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他都获得过。
每次献血后，他都会把无偿献血证书保存起
来，现在在他家里已经有了厚厚一摞无偿献血
证书。“看到这些证书，我就会想到，对于急需
救治的病人来说，一袋血就意味着拯救一条生
命，我献血就会更有动力。”范军峰说。

记者从商丘市中心血站获悉，2018年我市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已达 23吨，约需 6万人次献
血。我市已连续 19年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城市”，目前，我市千人口献血率13.45‰，而医
疗卫生系统人员献血比例却高达230‰。

“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只要身体允许，只
要符合条件，我就不会停止奉献爱心，我会把
这项公益事业进行到底。”范军峰说，他会带动
更多的人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中，让更多
的人伸出双手，献出爱心，积极参加无偿献
血，托起更多的生命希望。

相关链接

“世界献血者日”的由来
2005年5月24日，在第58届世界卫生大会

上，192 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过决议，决
定认可“世界献血者日”为国际性纪念日。世
界献血者日之所以选中这一天，是因为6月14日
是发现ABO血型系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
兰德斯坦纳的生日。首次“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
是“献血，赠送生命的礼物。感谢您。”

“世界献血者日”的背景
每年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为鼓励

更多的人无偿献血，宣传和促进全球血液安全
规划的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际
输血协会将2004年6月14日定为第一个世界献
血者日。

2019年“世界献血者日”活动的目的
通过这个活动，感谢自愿无偿献血者献出

可挽救生命的礼物——血液，同时提高人们对
定期献血必要性的认识，以确保所有个人和社
区都能及时获得安全、质量有保证且可负担的
血液和血液制品。这是全民健康覆盖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也是有效卫生系统的要素。

到哪里参加无偿献血？
如果您想献血，可按以下时间、地点到商

丘市献血服务网点参加无偿献血。周一至周
日，市区凯旋路爱心献血屋、市区团结路市中
医院门口、永城市人民医院大门东侧献血屋；
每周一、二、四、五、六、日，市区“商丘好
人”广场献血屋；每周三、五：夏邑建设路和
中和街交叉口；每周二、四、六，虞城木兰大
剧院对面献血房车；每周五、六，柘城八一宾
馆西侧；每周一、三，宁陵老石马广场；每周
二、四：睢县北湖广场；每周三、四，民权县
医院西侧。献血热线：2532323

无偿献血是人间传递真情的红色纽带，更是
中华民族团结互助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适当献
血不仅能挽救他人生命，而且对献血者身体健康
也有一定好处。我们应当携起手来，共同参与到
无偿献血的行列，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让自
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无偿献血无偿献血 1717年年 爱心路上不止步爱心路上不止步
——记“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范军峰

本报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王峰娟

题记

6月11日，范军峰在市区凯旋路爱心献血屋捐献血小板。本报记者 谢海芳 摄

范军峰的无偿献血证。本报记者 谢海芳 摄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7月16日10
时至 2019年 7月 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
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司法拍卖平台（网
址：http://sf.caa123.org.cn，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哈森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宇航路
北侧一宗工业用地，土地面积：54979.53平方米。详细信
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
加竞买。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13700838899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13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由虞城县申宇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虞城·建业

城上院”项目（坐落于虞城县嵩山路西段北侧），原核发

的商品房预 （销） 售许可证已过期，现更换新证，预

（销）售范围为 6#、28#、22#、33#楼。证号为：2019虞

商房预（销）售证第504号。

特此公告

虞城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19年6月14日

公 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的合

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令第131号）的规定，我们对商丘市九洲置业有限
公司提交的“九融·蘭亭公馆”项目（坐落于虞城县仓颉
大道北段西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
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察，认定
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销售。预售范围为：5#、
7#、10#楼。预售许可证号：2019年第032号。

特此公告
虞城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19年6月14日

公 告

尊敬的业主：

新城国际三期“兰溪谷”D区及综合楼下车位已达到交

付条件，我公司定于 2019年 6月 30日办理交付手续，届时

请您携带身份证、票据、行车证及相关资料到新城国际兰溪

谷售楼部（淮河路与文庙路交叉口）办理交付手续，办理时

间为9时30分至17时30分。

特此公告，恭喜亲临！

咨询电话0370—2567999
商丘市富饶置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安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车位交付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7月 15日 10
时至 2019年 7月 1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归德北路胜利东路交叉口归德
综合楼 4#门面房，建筑面积：363.68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郜法官 联系电话：1383702668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13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71320部队商丘营房管理处诉河
南省商丘地区经联物资贸易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河南省高院2013年5月2日作出（2012）豫法民再
字第00015号民事判决书，并已发生法律效力。

原 71320部队商丘营房管理处根据该生效判决书，
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对本案的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虽经法院执行局及商丘营房管理处多
次通知，但商丘地区经联物资贸易公司无正当理由拒
不协助配合，拒不接受领取商丘营房管理处按照生效
判决书所确定的向其支付剩余年限土地租赁费用利息
【注：该租赁费及利息应扣除商丘营房管理处于2015年

11月依据梁园区人民法院（2014）商梁法执字第257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为其代偿给第三方范翠兰、周显光
执行款195200元及利息】。

为此，原71320部队商丘营房管理处（现中国人民
解放军32147部队）郑重声明并公告如下：

请商丘地区经联物资贸易公司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一个月内及时与 32147部队联系并领取上述款项，逾
期不领的，32147部队依法将该笔款项申请公证处提存。

联系人：李全喜 联系电话:18292770815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47部队

2019年6月14日

公 告
为维护自然资源管理和城乡规划

建设秩序，有效遏制违法用地、违法建
设（以下简称“双违”）多发态势，经区政
府研究，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双违”现象
的治理力度。

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区政府利
用航拍技术每月对城市规划区内建设
现状进行全方位拍摄，并制作高分辨率
的城区现状三维影像图和每月对比图，

“不留盲区、不留死角”锁定“双违”事
实；在城市规划区以外区域，利用自然
资源部卫星遥感监测影像，每季度进行
对比，发现和提取新增“双违”事实。

对通过航拍和卫星遥感监测影像
资料比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告知各街道
办事处、各乡镇和主管部门。未经许可
实施建设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对违法当事人
依法进行处罚，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
全部予以拆除，一律不予补偿。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监督举报，举报
电话：0370—3335903。

特此公告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

2018年6月14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对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