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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

“能给他人带去生的希望，感到无上光荣”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郑庆国 张雨婷

3 月 29 日上午， 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滁
州市南谯区黄泥岗镇祝郢村支委委员、
村民兵营长陈虎成功捐献了 180ml 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 成为南谯区首例、滁
州市第 21 例、 安徽省第 300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今年 33 岁的陈虎，2020 年参加了

滁州市红十字会组织的一次无偿献血
和造血干细胞科普宣传与采集活动。作
为年轻的基层干部，他带头参与，当场
留取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 “能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是
好事。我是年轻人，只要条件允许，我会
尽力帮助他人。 ”陈虎告诉记者。

今年 3月 9日， 陈虎得知自己与一
名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配型成功的消
息， 义无反顾地决定捐献自己的造血干
细胞挽救患者的生命。 接到通知时，陈虎

正怀着二胎的爱人非常支持， 主动要求
陪同去合肥照看陈虎。

对于这次捐献， 家里老人有点担
心。 陈虎耐心地解释说：“这是一件善
事 ，是能救命的事 ，捐献的过程对人
体不会造成伤害 。 你们关心我 ，患者
的父母又何尝不为他们的孩子担忧
啊！ ”最终，通情达理的两位老人也表
示同意。

为了达到捐赠要求， 陈虎积极配
合 ， 在 3 月 10 日早晨就同时完成了

高分辨血样采集、体检等准备工作。 3
月 24 日，陈虎住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3
月 29 日上午完成捐献，他的爱人全程
陪伴。

“与献血的感觉没什么区别，只是
时间长一些，需要 3 个多小时。 想到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能够给他人带去生的
希望，感到无上光荣。 ”陈虎坦言，他希
望更多的人能加入到捐献造血干细胞
这项公益慈善活动中来。

■ 特约摄影 王彪 文 ／图

3 月 23 日， 家住阜阳市临泉县田
桥街道的左存田，在安徽省立医院进行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从他身上采集的
“生命种子” 及时搭乘列车送往北京某
医院，用于救治一名已经等了 154 天的
白血病患者。

这位依靠摆地摊维持生活的 37
岁的临泉青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为阜阳今年首例、我省第 297 例。

左存田在读高中时便是一名献血
志愿者。 2015 年 10 月，在天津打工的
他，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对患者的重
大意义，便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志愿者
队伍，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

今年春节前夕 ，左存田接到阜阳
市红十字会通知 。 “工作人员说我与
北京某医院的一位患者配型成功 ，征
求我的意见，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
左存田说，2 月 5 日 ，左存田在阜阳二
院完成了高分辨血样采集及一系列

体检 ，身体状况正常 ，只是在肾部发
现了一个小囊肿 ，“为了不影响捐献 ，
整个春节我不敢走亲访友 ，不敢喝一
口酒。 ”

“怕家人担心， 就说去合肥给朋
友的生意帮忙。 ”左存田说，他前往合
肥之前未将此事告诉家人 ，一个人悄
悄地赶到省立医院，完成了捐献。

左存田说，在今后的生活中，他还
会继续从事志愿活动，为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奉献爱心。

“地摊小哥”
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星星的孩子”打开心灵的窗户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平平（化名）一岁多时，我们发现他
和同龄小朋友不一样，后来确诊为‘自闭
症’，经过一年多的干预治疗，他的状况
也越来越好了！ ”3 月 30 日，合肥市民汪
女士带着 3 岁的儿子来到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小儿神经康复中
心复诊。

“平平恢复得不错，坚持训练，后续
可以考虑上幼儿园了。 ”安医一附院高新
院区小儿神经康复中心主任医生吴德对
汪女士说。

现实中， 人们对平平这样的孩子缺
乏理解， 有一些家长甚至认为 “贵人迟
语”，无需特意关注，长大自然就好了。然
而，事实却令人心痛不已。这样的孩子虽

有听力，却对外面世界充耳不闻；他们看
得见，却对周围环境视而不见；他们会发
声，却不懂得如何表达，他们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里， 人们却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世界。 他们的名字叫“星星的孩子”。

吴德介绍，自闭症（孤独症）具有持
续的社会沟通及社会交往缺失 （社会功
能弱化）；具有限制性、重复的行为模式、
兴趣和活动（生物个体功能强化）；且症
候必须发生在发育早期， 上述症状损害
了人们日常学习、 工作和其他生活领域
的能力。

为什么会患上“自闭症”？吴德分析，
从形成环境看，孤独症是一个时代病、新
病， 孤独症孩子的身上或多或少带有幽
闭环境基因。

“自闭症患儿除了在治疗、康复训练

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外， 还在成长
的过程中，在时间、人力等成本上给家庭
带来巨大消耗。 ”吴德感慨道。

自闭症的治疗需要家长和老师共同
努力，家长的态度和参与度至关重要。正
在读高二的 16 岁男孩安安，便是在多方
的努力下成长起来的。 “11 年前，开始对
安安系统地进行了 2 年的康复训练后，
在 7 岁时回到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此后
为他制定了系统的家庭康复计划。 ”安徽
心融合教育康复训练老师黄文娟告诉记
者，能有这样的结果，离不开持续多年的
康复训练和家长的密切配合。

“事实上，经过科学合理的治疗，许
多自闭症患儿是可以康复的， 家长们要
对自己和孩子有信心。 ”吴德说。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残疾儿童康

复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去年，
我省救助孤独症儿童 7193 人， 康复训
练救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1.5 万元至 1.8
万元。

据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提高
孤独症儿童监护人实施家庭辅助教育的
意识和能力， 提升孤独症儿童适应社会
能力，我省创新开展“助力家长，共同成
长”和“影子老师”等项目，创新实施孤独
症儿童康复公益创投———“星宝圆梦”项
目等， 将专业化康复训练延伸到家庭。
“但有专家认为，当前，临床确诊自闭症
患儿有增多趋势 ， 还需要更多政策支
持。 ”这位负责人说。

“建议在妇幼保健系统将自闭症早期
筛查纳入常规儿童体检项目， 并规范培
养自闭症早期筛查专家 ， 统一评估标
准、持证上岗。 ”吴德建议，有条件的社
区不仅只有老年活动中心，应当有“婴幼
儿活动中心”， 以更好地改善社区微环
境，从而更好地营造出与“星星的孩子”
互动、交流、沟通的良好环境，这样有利
于家庭环境的打开。 “家庭环境的打开非
常重要，它是孤独症治疗成功的关键。 ”
吴德说。

破解“缺医”难题
扩大数量更要提升质量

韩小乔

某烹饪职业学院申办

护理专业，一个只有 4 个专
业课教师的师范学院招收

护理本科生……这种现象
在河南将被叫停。 近日，河
南出台加快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实施方案， 规定无相关医学类专业
基础的非医学院校不得设置医药卫生类

专业。
近年来， 医学人才社会需求量大，

激发了高校兴办医学教育的热情。 一些
高校师资力量不足、 教学条件简陋、办
学基础薄弱， 却增设医药卫生类专业、
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导致院校培养与社
会需求脱节 ，供求关系失调 ，人才质量
良莠不齐，一些毕业生陷入“一岗难求”
的境地。

并不是说医学专业和学校多了，培
养出的医学人才就多了。目前面临的“缺
医”问题，其实是结构性人才短缺，表现
为医学教育总体招生规模较大， 但层次
偏低，全科医学人才、高层次公共卫生人
才短缺明显， 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

养亟待加强。
质量是医学教育的生

命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比
扩大招生、增设专业重要得
多。 四川省从 2018 年起不
再新增中职医药卫生类学

校 ， 非医药卫生类中职学校及高职院
校不再增设中职医药卫生类专业 ，正
是为了破解医学教育的 “瓶颈 ”问题 。
只有从现实需求出发 ，压缩数量 ，提高
质量 ，提升办学层次 ，深化教学改革 ，
合理确定医学类专业招生结构和数

量，优化单点招生规模 ，为随意设置护
理、临床等医药卫生类专业划上 “休止
符 ”，才能实现高质量医学人才输出和
高水平医学事业发展。

庸医之害甚于无医。当前，不仅要全
面提升院校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还应深
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改革， 推进继续
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加快高水平公共卫
生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让更多仁心仁术
的医学人才造福于民。

宜秀法院以学促改提升服务能力

本报讯（记者 洪放） “谢谢法官帮
我解决了这个‘老大难’！ 我要好好过日
子，不再上访了。 ”3 月 28 日，面对安庆
市宜秀区人民法院法官主动上门服务，
江先生很感激。他是老上访户，因其年事
已高，路途较远，来法院一趟不易，在拆
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中， 法院免除
了判决应由其负担的诉讼费， 并上门办
理退费手续。第二天，诉讼费便返还到老
人帐户。至此，缠访多年的这起矛盾纠纷
得以化解。

安庆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该市宜秀区人民法院结合职能特点，
以学习促改进，细化学习内容，注重学习
实效。 连日来， 该院组织干警集中观看
《魏晶晶： 心中的天平》《马锡五断案》和
安徽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网络展播等
学习教育活动； 组织干警赴廉政教育基
地接受警示教育， 前往烈士陵园接受红
色教育； 组织青年干警学习英模的忠诚

本色和办案本领，通过评比“执法办案之
星”和审判辅助能手等学习教育形式，切
实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

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宜秀区人
民法院以“司法为民 ”为中心 ，践行 “我
为群众办实事”，持续提升热心接待、耐
心释法、虚心纳谏“三心”服务。 该院要
求做到对来院当事人热情接待服务、充
分倾听诉求 、舒缓不良情绪 ，让当事人
带着怨气来 ，带着满意走 ；对当事人提
出的问题 ， 要进行认真细致的释法讲
法、答疑解惑；做到“开门纳谏”，向当事
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征集法院审判执
行相关建议意见，解决当事人急难愁盼
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中，深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首问
必办、马上就办、限时办结“三办”工作，
要求每名干警承诺为民服务并践诺，立
说立行。

“大美砀山”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艳

龙）日前，第三届“世界梨都 大美砀山”
全国摄影展在砀山县梨花广场开展，吸
引了国内外摄影名家以及砀山县摄影爱
好者观看。

本次摄影展展出摄影名家优秀作品
近 200 幅， 包括美好乡村建设、 乡村旅
游、现代农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水果
产业、农村电商等板块，充分展示了砀山
风貌之美，展现砀山的生态美、人文美和

传承美，多角度表现“梨都”砀山的经济
文化魅力。

近年来 ， 砀山县多次举办全国摄
影名家采风活动 ， 中国摄影家协会的
知名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们 ， 深入挖
掘宣传砀山县生态资源 ， 用镜头感受
近百万亩花海绿洲的魅力 ， 用独特的
视角把砀山的 “美 ”摄入镜头 ，把砀山
蔚为壮观的花海奇观 、 底蕴深厚的梨
乡文化推向全国。

·文化传真·

“微笑彩虹”公益活动发布首季书单
据新华社电（记者 史竞男）为加大

对特殊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力度，
“微笑彩虹·书香温暖童年” 公益活动日
前在京举行，并发布“微笑彩虹”第一季
书单 ，107 家出版机构的 309 种图书入
选，将定向捐赠给特殊困难儿童群体。

该活动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与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主办。 309 种
图书包括主题出版类 27 种、 人文社科
类 30 种、儿童文学类 132 种、科普类 30
种、绘本类 90 种。 其中，既有中外名家

经典著作 ， 又有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
品；既关注儿童成长问题 ，也反映当代
儿童现实生活。 多数图书入选由中宣部
组织实施的 “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
程”、年度“中国好书”等，受到广大少年
儿童喜爱。

据介绍，“微笑彩虹·书香温暖童年”
公益活动旨在以出版带动公益， 用阅读
连接童心。活动会继续推出书单，并建立
“微笑彩虹”书屋、小书架等，用阅读温暖
童心。

专家提醒：
新生儿眼病筛查不能忽视

本报讯 （记者 朱琳琳 通讯员

华玲）近日，柳女士带着两个多月的
宝宝来到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儿童眼
保健中心，进行新生儿眼底筛查发现
左眼高度可疑视网膜母细胞瘤 （眼
癌）。 该院眼筛中心专家杨艳提醒：新
生儿眼底筛查及定期眼底检查非常
必要，不能忽视！

据介绍，视网膜母细胞瘤是一种
起源于光感受器前体细胞的恶性肿
瘤， 是婴幼儿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
瘤，多发生于 5 岁以下儿童。 全球发
病率约为 1/15000—1/20000， 近年有
增加趋势。

在婴幼儿眼病中，视网膜母细胞
瘤是性质最严重、 危害性最大的一
种恶性肿瘤， 而且视网膜母细胞瘤
易发生颅内及远处转移， 常危及患
儿生命。

资料显示，我国发现的视网膜母
细胞瘤 80%以上都是晚期， 对于晚
期患儿经积极治疗后其一年生存率
仅为 50%， 严重影响患儿的视力及
生命。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视网
膜母细胞瘤已是所有儿童期癌症治愈
率最高的一种，临床病例数据显示，若
能及时发现并治疗， 约 95%—98%的
患病儿童能够康复。 ”杨艳说。

杨艳提醒，新生儿眼疾筛查首次
检查时机为足月儿出生后 7 天内 ，
不超过矫正胎龄 42 周； 早产儿出生
后 4 周至 6 周或矫正胎龄达 31 周至
32 周。

杨艳呼吁，为了孩子有一个健康
和光明的未来，希望家长充分了解新
生儿眼筛的重要性，及时为新生儿进
行眼底疾病筛查！

·健康顾问·

3 月 29 日，在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竹西社区，银发志愿服务队为辖区居民检查身
体。 这支服务队伍共有 13位 60 岁以上的志愿者，目前已为辖区居民服务逾 1000 人次。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3月 23日，左存田在安徽省立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近日， 明光市文化馆京剧艺术团指导老师陈华向孩子们传授京剧表演技艺，来
自明光市明湖小学的 30 余名京剧小票友，在文化馆参加少儿京剧公共教育培训。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纪会生 摄

文化馆里传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