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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7日上午，我市第 5位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张莉莉在省中医院
顺利完成采集，这份承载生命力量
的血样为一位远在四川的病童带去
生的希望。

张莉莉今年27岁，在我市一会
计培训机构担任老师。

和许多“90后”一样，张莉莉
性格率性直爽。谈及为何捐献造血
干细胞，张莉莉说：“我特别懂那
种绝望的感觉，在那个时候，有一
个人能去伸一把手，感觉就会很不
一样。”言谈间，张莉莉眼里闪着
泪光。原来，张莉莉的父亲因患白
血病去世，现在有机会帮助其他白
血病患者，在他们绝望的时候搭一
把手，她很愿意这么做。

2016年，张莉莉签署了造血干
细胞捐献同意书，加入中华骨髓
库。由于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几率
极低，所以张莉莉也没往心里去，
慢慢地就把这件事给淡忘了。

2018年底，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给张莉莉打来电话，称她的造血
干细胞和一位身患地中海贫血的小
女孩配对成功，并询问她能否捐
献。几万分之一的概率被自己碰
上，张莉莉第一感觉是“神奇”。

虽然很开心可以帮到他人，但
家人的不理解让张莉莉一度也感到
苦恼，“我在咨询了有关造血干细
胞捐献相关情况后，心里有了底，
回到家就把这消息和我的想法告诉
了家人，但我妈妈和身边的亲戚朋
友都不同意我去捐献。”张莉莉告
诉记者，在她看来，既然选择了，
就义无反顾地去做，经过她和家人
的沟通，家人也同意了捐献。“本
来配型就是几率很小的事，要是配
型成功捐献者拒绝的话，对于那个
等待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既然
给了对方希望，又让他们绝望，这

太残忍了，所以就一路走到头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张莉莉

的捐献过程较为顺利。去年 9月市
红十字会开始联系张莉莉并确认其
捐献意向；去年11月重新采集血样
进行高分辨配型；今年 2月高分辨
结果相合并进行体检。

5月 23日，张莉莉在市红十字
会及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省中
医院开始打动员剂准备捐献，每天
2针，并决定 5月 27日正式开始采
集。

27日上午 7时，造血干细胞采
集正式开始。

“5天，14针，两个手臂感觉都
被扎成马蜂窝了，但是想着能救
人，值得。”莉莉笑着对记者说，
其实她特别害怕打针，几天来连续
扎针还是给她带来不少恐惧感。

在市红十字会提供的视频中，
记者看到，张莉莉躺在病床上，纤
细的手臂上插着很多管子。一边手
臂出血，另一边回血，中间通过分
离机，把需要的造血干细胞分离出
来，其他的血液成分回输体内。

采集期间，病房里不时传来动
听的钢琴声，红十字会小志愿者、
工作人员以及爱心义工们的全程陪
护，让张莉莉感到十分暖心。

分离机滴答一声，意味着 1个
分离循环已经走完，机器上挂着的
袋子里一点一点流进浅红色的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经过近 3个小时的
采集，6个分离循环后的张莉莉显
得有些疲惫。

中午12时许，当张莉莉在完成
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后，医生带来患
者家属的感谢信。看着感谢信，张
莉莉很开心，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
很好很好的事。

当天，张莉莉共捐献了 132毫
升的造血干细胞悬液。这袋红色的

“生命种子”马上被放进冰盒里，
送往1800多公里外的患者医院。

据悉，张莉莉是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第8386例，浙江省
总第 481例捐献志愿者。目前女孩
已经完成移植，正在接受住院观察
治疗，各项体征良好。

李敏敏吴铭

90后姑娘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四川白血病患儿送上“生命种子”

5月 26日上午，来自全市各地
的30余名汉服爱好者，身着飘逸霓
裳，手把折扇或油纸伞，齐聚坎门
东沙渔村，共同参与“重回汉唐”
游渔村活动。

活动现场，汉服爱好者们在摄
影爱好者的“长枪短炮”下，通过
服饰、礼仪等展示，提高大家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共同感受华
夏的精神气度。

人群之中，市民潘艳琴和女儿
身穿亲子汉服，眉眼间带着笑意，
举手投足间尽显韵味。“我很喜欢
这次活动，既能增进母女间的感
情，又能深入了解和吸收汉文化，
非常有意义。”潘艳琴笑着说道。

汉服爱好者林铮则坦言，现在
很多人喜欢汉服但不敢穿，总觉得
走在路上像奇装异服。通过这次活
动，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新朋
友，可以一起展示汉服之美，传播
汉服文化。

当天除了汉服走秀，大家还进
行了一场“闯关寻宝”大比拼。投
壶、猜谜等趣味游戏逐一登场，不
同款式的汉服应接不暇，与四周古
朴建筑交相辉映，恍若“穿越时
空”，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拍照。

东沙青创空间负责人陈吉回表
示，此次活动将汉文化融入文化保

护古村落东沙渔村，致力于通过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加强青年文化交流及民族认同
感的同时，提升东沙景区知名度，

更好促进景区的发展。
张莺莺 刘斌辉詹倩倩

坎门：

“重回汉唐”游渔村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5月 23日，楚门派出所民警远
赴金华义乌带回一名逃犯梅某。让
民警感到意外的是，梅某被抓时已
经变身为承包工地的小老板，事情
还要从2015年说起。

据梅某交代，2015年 8月的某
一天，他伙同 2个老乡在楚门一家
手机店偷得一部 iPhone6plus手机。

随后 3人将手机变卖获利 3000元，
梅某分到800元。

楚门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对
案件进行侦查，同案犯彭某和张某
先后被成功抓获，梅某一直在逃。

2018年 5月 4日，民警在温州
成功将梅某抓获，2018年 6月梅某
被取保候审，在楚门辖区被监视居

住 6个月。但是不甘心被监视居住
的梅某决定要去外面闯荡一番，于
是在没有告知民警的情况下更换了
手机号码，并刻意隐瞒行踪来到了
金华义乌。

到义乌之后，梅某“洗心革
面”开始承包工地，每月能有个七
八千元的收入。梅某知道自己在监

视居住期间逃跑已被列为网上逃
犯，生意本应越做越大，但是大一
点的单子都需要身份证，怕被发现
逃犯身份的他只能接小单子来做。

今年 5月 23日，梅某被市公安
局楚门派出所的民警带回，目前，
梅某已被刑事拘留。

叶梦

逃犯摇身一变成包工头

昨天上午，玉城街道白
岩国际花园公交亭旁的马路
边发生暖心一幕，一开电动
车的孕妇因避让前方来车，
受伤倒地，路人及时出手援
救，目前，孕妇和胎儿已无
大碍。

当天上午 7 时许，林梦
雪、颜子竣、林维扬、戴聪
艳、戴尚君等人在白岩国际
花园公交亭等待车辆，准备
启程前往杭州参加培训。突
然后方“砰”地一声响，感
觉有重物砸落地面。林梦雪
立刻朝后面看去，只见身着
工作服的女子已经连人带车
倒地，刚好车子压住了腿
部，表情十分痛苦，动弹不
得。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纷
纷上前伸出援手。“经过询
问，我们得知她是孕妇，又
没有家人陪同，所以我们很

紧张，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的
林梦雪显的有些手足无措，
她和同伴小心翼翼地搀扶着
该孕妇，拿出衣服给她御
寒，并不停安抚。林维扬和
其他同伴积极帮助联系其家
人、同事和医院。

很 快 ， 救 护 车 赶 到 现
场，众人合力地将倒地孕妇
抬上救护车，送往市人民医
院。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正
在杭州培训的林梦雪，听到
目前该名孕妇已无大碍，林
梦雪松了一口气，她笑着
说：“当时其实没什么感受，
只是单纯地想去搭把手。突
然之间想起了自己的校训。
我觉得，感恩回报，爱心责
任，我算是真正的做到了，
还挺好的。”

李敏敏 吴铭 王华超

孕妇街头受伤倒地
路人及时出手援助

火灾隐患曝光

火灾隐患单位：玉环市
大麦屿金太阳幼儿园

存在隐患：消防控制室
未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火灾隐患单位：台州新
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的环湖小区
存在隐患：消防控制室

未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火灾隐患单位：玉环县

家家卫浴配件厂（普通合伙）
存在隐患：消防控制室

未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火灾隐患单位：台州麟

动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存在隐患：未经消防安

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

市消防救援大队
2019年5月

5 月 27 日下午，由市妇
联、市社区学院主办，芦浦
镇妇联、芦浦商会承办的

“弘扬家国情 礼赞新时代”好
家庭好家风“悦”读会在芦
浦镇党群服务中心如期举
行，该活动吸引了 20余位家
长参加。

活动邀请了来自市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的陈俊杰老师
担任分享嘉宾，为大家分享
了一本曾仕强老师的 《教

养》。陈老师用幽默的语言、
丰富的案例、有趣的互动，
深入浅出地从“中西方教育
模式”“现代和后现代的思维
方式”“如何利用内疚机制”
三个关键点，为家长做导读
和家庭教育经验分享。

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
大家都还意犹未尽，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干货满满，收获
很大，希望下次还能有类似
活动。 苏悦

芦浦：

亲子“悦”读收获多

近日，芦浦中学在市漩门湾观光农业园举办了以“奋进新
时代·幸福你我他”为主题的的大型亲子活动。活动现场，“亲
子绑腿跑抢红旗”“亲子背靠背运气球”“亲子拔河”等活动项
目既充满趣味性，也需要亲子互相配合，大家纷纷表示，通过
参加活动，有效促进了亲子关系，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刘淑芳 摄

亲子活动乐悠悠亲子活动乐悠悠

因计划变更，

原定于 6月 6日 7:00-18:00 犁咀 972线玉环市玉城街道犁头咀村一带用户的

停电时间变更为6月10日7:00-18:00；
因计划检修，以下线路停电：

6月 9日 7:00-18:00 沙鳝 477线玉环市玉城街道上岙村、港湾村后湾片、中

段村、玉环市珠港阀门配件厂、玉环海琪塑料厂、玉环市玉宏机械有限公司周边

一带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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