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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献血者日：讲讲“熊猫侠”的故事
2018年6月14日是第15

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是“为
他人着想 捐献热血 分享生
命”。RH阴性血是一种稀有
血型，也称为“熊猫血”，RH
阴性献血者也被称为“熊猫
侠”。前段时间，呼和浩特市
托克托县26岁的小伙刘欢不
幸遭遇车祸，刘欢的血型为
Rh阴性AB型血液，由于失
血过多，需要大量输血，否则
可能会危及生命。为了抢救
这个年轻的生命，“熊猫侠”
段玉刚在首府这场生命接
力中，捐献了400毫升救命
血。

在世界献血者日前夕，
记者采访了“熊猫侠”段玉
刚，分享了他背后的故事。

偶然成为无偿献血者

2001年，22岁的段玉刚
对于无偿献血还没有太多
的认识，但是一直想参与其
中。一次办完事，恰好看到新
华广场停放的流动采血车，
就决定去献血。这是他人生
第一次献血。“虽然做好了准
备，但看到那么粗的针头，还
是颇为紧张。”段玉刚回忆，
护士看出了他的紧张，一边
安慰他，一边加快操作。他顺
利捐献出了200毫升全血，并
且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无
偿献血证。

令人惊讶的是，一周后
他接到了血液中心的电话，
告知他的血是极其罕见的

“熊猫血”。通过和工作人员
的交谈，段玉刚意识到拥有

“熊猫血”是幸运，也是责任。
段玉刚说，当时，血液

中心工作人员告诉他，我区
在册稀有血型人数不到300
名，除去每年军人退伍、大学
生毕业回原籍，现在在册人
数也只有200多名。既然自己
的血那么稀有，更要去帮助
更多的人，他义无反顾地加
入到捐献“熊猫血”的爱心团
队中。

累计献血量达到5500

毫升

前不久，呼和浩特市托
克托县26岁的小伙刘欢不幸
遭遇车祸，急需Rh阴性AB
型血液救命。段玉刚听说后，
就感到可能需要他。当晚，他
在参加一场喜宴时刻意没
有喝酒，也没有吃油腻的食
物。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了
血液中心的电话。他为刘欢
捐了400毫升血后，匆匆赶去
上班。

这已不是段玉刚第一
次献血救人了，从2001年第
一次献血之后，每次接到血
液中心电话，只要身体条件
允许，他都会义无反顾赶去。

“由于没有
进行广泛的
血液普查，
许多‘熊猫
血’患者平
常都不知道
自 己 的 血
型。一碰到
危急情况，
血源难觅，”
段玉刚说，

“这个时候，
再急的事也
要暂时放一
放，一个生
命在等着我
拯救 !”2003
年，一位外
地老人急需抢救，接到血液
中心电话，他第一时间就捐
献200毫升血液；2008年，段
玉刚跟同事去出差，马上就
要上高速公路了，突然接到
了血液中心打来的电话：一
位产妇大出血，急需RH阴
性AB型血。他跟同事商量
后，立即开车掉头直奔血液
中心，捐献了400毫升全血。
虽然因此耽误了行程，但是
他仍觉得很值。

据介绍，正常情况下，
人体所含血液量为体重的
7~8%左右，一个60公斤重的
人，体内约含4.2~4.8公斤左
右的血液，大约4200~4800
毫升。截至目前，他无偿献血

16次，累计献血量达到5500
毫升，相当于把全身的血液
捐献了一遍还多。

榜样的力量

采访中，段玉刚笑着告
诉记者，他喜欢“熊猫侠”这
个称号，称为侠就应该有侠
肝义胆。生活中的段玉刚更
有大侠的风范。在同事眼里
他是当之无愧的“好人”和

“暖男”，“有困难，找老段！”
成了单位同事间经常提及
的一句话。

今年40岁的段玉刚是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纪委的
一名普通干部，在工作中，他
认真勤勉，毫无怨言。每一次

下乡督查办案返程时，他都
主动请缨驾车，为的就是让
其他同事好好休息；单位开
大会、搞活动需要布置会场，
每次都能看到他在现场忙
碌的身影……

他没有什么轰轰烈烈
地惊人壮举，却用自己的一
言一行传递着和谐社会的
正能量与人间的大爱与真
情。他用自己的言行感染着
身边的亲人、同事和朋友，让
很多人都加入到了无偿献
血的队伍中。段玉刚最感动
的是，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
了儿子的榜样。有一次，刚满
11岁的儿子告诉他：“爸爸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爸爸
救了好多人！”作为人父，听
到这样的表白，段玉刚心里
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

他说，家人非常支持他
的献血“事业”，让他很欣慰。
他计划着等儿子满18周岁
时，带着儿子一起献血，把献
血当做他的成人礼。

希望更多人成为志愿

者

段玉刚说，每当在电视
上看到与献血相关的新闻，
都会尤其敏感，甚至会因为
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感到难
过。段玉刚说，想到能帮到别
人，甚至能救人生命，心里就

会感到充实和快乐。他希望
有更多人加入献血志愿者的
行列，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因为每次献血都要体
检，不合格就不能献，所以潜
意识里一直告诫自己保持不
熬夜、不抽烟、不喝酒的良好
生活习惯。”段玉刚说，即使
工作再忙，他也保持每天运
动，所以他的身体状况特别
好。

“能为救助他人生命出
一点力，是无上的光荣。”段
玉刚说。在他的《无偿献血
证》里，清晰地记录着他18年
来献血的历程。自从加入稀
有血型队伍后，十几年来，他
始终待命听候血液中心的召
唤。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他
每半年都会参加一次义务献
血，每次都献出200~400毫
升，为需要救治的人带去
生的希望。

据血液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在“熊猫血”献血志
愿者中，大部分都是像段
玉刚这样招之即来的献血
者，因此挽救了不少危急
险重的病人。正是因为他
们的存在，才让稀有血型
血库不会枯竭。

“我们这样的血型比较
稀缺，所以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我还是想尽可能的多献
一些……”段玉刚的话语质
朴而且充满真情。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有这样一对夫妇，他们没有
固定收入，生活俭朴，却开着
一家公益理发店，3年来义务
理发1万多人次。有人说他们
是傻子，但是更多的人提起
他们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6月8日一大早，家住泰
和园的常国军和妻子像往
常一样早早来到位于曙光
西街的理发店，打扫卫生，摆
放工具。

60多岁的金熙龙是当
天第一个客人。“这附近虽然
有理发店，但主要是烫头、染
发，一般不愿意给人理发，嫌
挣钱少。老年人找个理发的
地方很困难，后来听人说有
个公益理发店，不收钱还服
务态度好，我就找到这里来
了。他们给周围的老年人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真是
特别感谢小常两口子。”金熙

龙对记者说。
比起其他理发店，常国

军夫妇的理发店显得很简
陋，不过，说起理发，两口子
可一点儿也不含糊。由于理
发店开在泰和园小区楼下，
来理发的客人有不少都是
小区里的熟人。

常国军夫妇没有固定
收入，平时全靠干一些木匠
活儿维持生活。常国军的大
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小
儿子还在上小学，全家人住
在泰和园一套60多平方米的
廉租房里，家里没有几件值
钱的家当。不富裕的两口子
为什么要开一家公益理发
店？这要从他们的大儿子常
宏伟说起。今年26岁的常宏
伟在北京一家理发店当店
长，每年过年回来都要去当
地福利院看看孩子，去敬老
院为老人们免费理发。3年

前，常宏伟和父
母商量，准备在
临河开个理发
店，让常国军夫
妇专门为老人
和环卫工人免
费理发，一直想
做公益事业的
常国军夫妇当
即就同意了。

常国军是
赤峰人，他1岁
多时父亲病逝，
3岁时母亲离家
出走。12岁那
年，和他相依为
命的爷爷也病
逝了，常国军没了依靠。左邻
右舍可怜他，这家给他送碗
饭，那家帮他种种地。特别是
当地政府得知他的情况后，
给他发生活补贴、送粮食、交
学费。23岁时，他在堂叔堂婶

的帮助下还成了家。2005年，
常国军搬到了临河。3年前，
在政府的帮扶下，他买了一
套廉租房。

常国军说，从小到大，
不少好心人帮助过他，他也
很想回报社会。常宏伟手把

手教了常国军夫妇3个月理
发，又花了1.2万元租下了一
间临街门店，公益理发店就
这样开张了。

常国军的妻子沈秀莲
说：“要饭的，我们给理；打工
的，只要不嫌我们手艺差，我
们也给理。”

遇到附近年纪大不方
便到店里理发的，常国军还
主动上门理发。家住泰和园
的80多岁的郭兰英因病生
活无法自理，行动也不太方
便。刚搬到这里时，因为附
近没有理发店，每次理发，
郭兰英觉得很麻烦。自从常
国军夫妇开了公益理发店
后，她再也不用为理发发愁
了。

“常师傅的手艺好，为
人又和善，对我们环卫工人
特别关爱，不仅为我们义务
理发，天冷了还经常让我们

来他这里取暖。”常来这理发
的环卫工人石凤亭说。

不光免费理发，在泰和
园小区里，常国军两口子更
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泰和园
小区一共有670多户住户，其
中70%是老年人。平时，老人
们有啥需要帮忙的，只要提
出来，常国军夫妇都会尽量
帮助。

常国军夫妇的爱心感
动了这些老人。时间久了，
小区里的老人也不把他们当
外人，都爱聚在他们的店里
唠嗑。谁家带回绿色蔬菜，或
是做了好吃的，总想着给他
们拿一些。

既要给人公益理发，还
要经常帮助小区的老人，常
国军的木匠活儿会不会受到
影响？常国军回答说：“肯定
是有影响，但是钱买不到爱
心。”

文·摄影/本报记者 段丽萍

常国军和沈秀莲（中）和客人聊天

段玉刚翻看自己的献血记录

巴彦淖尔市有家公益理发店
文·摄影/本报记者 白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