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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造血干细胞对我来说是一件小
事，而对于患者来说却是生的希望。”今年
5月，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大三学生
吴晋海经过4个多小时的采样儿，在山西省
太原市某医院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成为我国第13199例非亲缘体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上中学时，我就了解到了中华骨髓
库的存在，并下定决心，成年那天也要加
入到中华骨髓库，挽救他人生命。”2019年
4 月，吴晋海在 18 岁生日那天，进行了人
生中的第一次无偿献血，并留下了一管血
样儿，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在接下来的
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并
默默地等待缘分的到来。”吴晋海说。

2021年10月26日，吴晋海接到中华骨
髓库山西分库的通知，告知与一名需要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白血病患者配型相合，问
他是否愿意进行进一步的高分辨配型检
测。此时，吴晋海正在吉林外国语大学读

书，已成长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接到通
知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并
在长春进行了首次高分辨采样儿。

今年 5 月 12 日，吴晋海在家人的陪同

下来到太原市某医院，注射了造血干细胞
动员剂，后经4个多小时采样儿，完成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这份饱含着爱心和祝福的

“生命种子”由专人送到患者所在医院，移

植入患者体内，为患者及其家庭带去希望
与未来。

“我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挽救他人
的生命，也多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吴晋
海说，对于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家人和
学校都非常支持。正因如此，面对生命的
呼唤，他才会如此坦然。

上大学三年来，吴晋海始终热心志愿
服务，参与了“长春市净月高新区长大社
区公益小课堂”志愿活动，为社区有困难
家庭儿童无偿补习知识、慰问老人，配合
社区开展各类宣传工作。在学习中，吴晋
海也非常努力，除学好专业知识外，还辅
修了日语、自学了会计从业人员相关知
识，积极主持参与大学生科研课题和大学
生创业项目，并获得多个奖项。

“在我看来，志愿者就是一群不求回
报无偿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人。”吴
晋海说，志愿服务工作对推动社会发展具
有积极作用，期待更多人加入。

“我第一次参加草坪音乐节，从担忧到
勇敢登台演奏心爱的尺八，这是我暑假最大
的收获。”

“我终于战胜对水的恐惧，学会了游泳，
挑战自我，收获勇敢。”

……
开学后，同学们纷纷在班会上分享着快

乐暑假，分享会上，勇敢一词高频出现。从
学生们的表述中不难发现，勇敢不仅是暑假
的收获，也将成为他们成长的动力。

净月高新区华岳学校学生黄艺博家中
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枚奖牌，阳光下闪闪发
光，正如他此刻的心情。“这是我人生中的第
一枚奖牌，它将鼓励我在更多时刻勇敢迈出
第一步，并坚持走下去。”

说起这枚奖牌，11 岁的黄艺博滔滔不
绝，此前，他收到萌萌豆丁草坪音乐节的邀
请，演奏尺八，“当时，我挺激动的，又不太想

去，主要是害羞，我从没在那么多观众面前
演出过。”父母和老师都鼓励他不要畏惧突
破自我，勇敢尝试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下定决心后，黄艺博变得更加投入了，
从选曲到练习，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尺八是
相对冷门的传统木管乐器，为了让更多人了
解它，黄艺博在选曲上动了些小心思，“我之
前学习的多为古曲，大家不太熟悉，很难产
生共鸣，这次特意新学了一首古风流行乐

《大鱼》，也能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中感受尺
八的魅力。”

演出当天，黄艺博一袭长衫，低垂双目，
全心沉浸在演奏中，空灵悠扬的旋律在空气
中飘荡，丝丝缕缕钻入观众心底。演奏结束，
掌声热烈，这时他忐忑的心才稍有平复。“这
是什么乐器，好学吗？”“乐器声音真好听，你
学多久了？”后台，参加演出的小演员们变身

“十万个为什么”围拢而来，黄艺博突然意识

到，一次勇敢尝试带来了超值收获，有多方
的肯定，有崭新的友情，还有珍贵的自信。

游泳池里的毛荦然与他有同感。
“你夹水的姿势不到位，所以才觉得用

不上力。”这是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毛
荦然的第五节游泳课，他正与小伙伴交流学
习心得，他从未想过曾经那么抗拒下水的他
能学会游泳。

毛荦然学习游泳的初衷缘于与好朋友
的一段对话。“如果我溺水了，你会救我吗？”

“可是我不会游泳啊。”“那我们一起学吧！”
就这样，一对好朋友一起参加了游泳班。虽
然第一次下水依然抗拒，依然紧张，但因为
那句承诺，毛荦然还是试探着走进泳池，跟
水交朋友，与抗拒和解。

看着孩子一点点改变，毛荦然妈妈也会
适时找出一些关于勇敢的绘本，给予鼓励，而
毛荦然最想与同学们分享的是那一句——不
懂得害怕的人不能算勇敢，因为勇敢指的
是面对一切风云变幻坚强不屈的能力。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吴晋海:

“今后多了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
本报记者 徐 微

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
本报记者 朱 怡

8 月 22 日起，吉大一院推出一项延时诊疗服务：周一至周五，
将部分科室接诊时间延长至当天20时。该院基于前期调研，根据患
者就诊需求，在皮肤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等 6 个科室首批开设
了“黄昏门诊”。此举极大方便了上班族、学生族等患者群体就诊。26
日，记者走进医院多个诊室，感受“黄昏门诊”延时服务带给患者
的就诊新体验。

3个月前，患者杨先生右侧肩胛骨
上方肌肉不慎拉伤，随后，他来到吉大
一院康复医学科接受仪器理疗和局部手
法治疗。肌肉拉伤初期，杨先生每周需
要进行5次中频电治疗和3次局部手法
治疗。与前2个月治疗约诊时间不同，8
月 26 日，杨先生选择在下班后的 17 时
32分就诊。“‘黄昏门诊’开诊以后，对我
们这些上班族来说，真是特别方便。”患
者杨先生坦言，以前都是上午抽空来，往
返于医院和单位之间非常折腾，现在下
班后过来，时间上更充裕。

“延时服务时段，主要以伏案工作
者和学生群体为主，这些患者错开上
班和上学时间，治疗周期和治疗效果
得以保证。”康复医学科副技师长张春
岩表示，当前为“黄昏门诊”开诊初
期，日均治疗量在 8~9 人，每名患者
治疗时间为 30~50 分钟。自从康复医
学科纳入医院首批“黄昏门诊”后，
每晚科室都会安排 3 名治疗师值班，
为 16 时 30 分~20 时就诊的患者服务。
同时，科室开设体外冲击波、低频
电、光疗等仪器理疗，配备颈椎和腰
椎肌肉力量训练设备，可满足各类患
者就诊需求。

当晚，受益于“黄昏门诊”
延时服务的，还有17时42分在
口腔科就诊的李先生。“没想
到，晚上也能看上牙，而且还能
拍牙片。”李先生表示，自己有
两颗牙齿发炎，一直拖着，直到
疼得忍不住才来处理。听闻医院
口腔科也有“黄昏门诊”，李先生
迅速预约了 17 时 30 分~18 时的
时段就诊。与以往在日间诊室的
就诊感受不同，此次，李先生没有
候诊，按照约定时间来到诊室门
口，随即就坐在躺椅上进行口腔
检查了，诊疗结束后，医生还对李
先生进行了口腔日常保健指导。

“口腔科往往需要患者多次
复诊。很多患者白天腾不出时
间，‘黄昏门诊’这项延时服务，对
上班族、学生族或白天外出不便
者而言，是省时省事的绝佳选
择。”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树全表
示，当前，科室每晚保证一名医生
值班，并根据患者预约情况增派
多名护士配合。晚上到口腔科就
诊患者，也可以拍牙片、拔牙或进
行脓肿切开等手术。

“秋季是皮肤病多发期，患者就
诊需求大。延时服务后，上班族和学
生族患者明显增多。从16时30分至
17时56分，皮肤科共接诊了13名患
者，其中，半数以上为学生。”当晚
值班的主治医师宋洋表示，“黄昏门
诊”的医生配置十分合理，从医师到
副主任医师均轮岗出诊。为了配合临
床诊疗工作，科室还对检查项目和药
物领取进行时间调整。即使在晚上就
诊，患者也能享受到从常规化验检
查，到快速领取皮肤科专用药的“一
站式服务”。

这段时间是从医生休息时间里
“抠”出来的，牺牲了医生休息时间却
极大地方便了就诊患者，便民服务越
做越细、越做越实。这是记者到吉大
一院“黄昏门诊”采访时的切身感受。

临床上，不少慢性疾病患者需要
定期到医院就诊，很多患者苦于工作
日没有时间，治疗连续性不强。“黄昏
门诊”的开设，以患者为中心，从患者
需求出发，帮助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
好地坚持按疗程治病，保证临床疗
效。希望随着这一便民举措的落实落
细，医院能更好地满足患者多元化、个
性化、差异化的就医需求。

黄艺博在草坪音乐节上演奏尺八。
朱怡 摄

延时服务“不减配”错峰就诊不排队
——直击吉大一院“黄昏门诊”现场

本报记者 王菁菁

本报讯 （记者胡晓琼 通讯员于洋） 近日，由
中国化学会生物物理化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生物物理化
学大会在长春举行，近300位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围绕生命现象的物理化学机制、物理化学在
生命科学中的应用、生物物理化学新技术和新方法、
生物物理化学交叉与前沿四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会
议促进了我国生物物理化学领域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

本报讯（记者胡晓琼） 近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
悉，在第十届中国电子高峰论坛暨优秀企业、优秀企业
家表彰大会上，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
司、长春长光辰谱科技有限公司荣获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优秀企业”称号。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
限公司总经理郑立功荣获“优秀企业家”称号。

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开发的生
产设备和特种精密机械产品应用于晶片电阻生产等领
域，多个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长春长光辰谱
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国内高端光学镀膜、光学元
件、光电仪器的研发生产平台。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
评选表彰活动每两年评选一次，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激励和引导广大电子信息企业积极调整结构，加快
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促进电子信息行业更快、更好地
发展。

本报讯 （记者徐微） 近日，吉林外国语大学与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签署共建实习基地协议。

双方表示，协议签署后，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将运
用丰富的实践资源为更多法学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希
望学生们能够借此机会了解法院工作，共同为审判事
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吉林外国语大学也将在理论与实
践相互融合中，加大对学生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推
进法治社会建设。

本报讯 （记者徐微） 长春财经学院日前传来喜
讯，该校共有15件作品入围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和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

为加大优秀网络文化产品供给力度，推进网络文
明建设，教育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举办了第六届全国
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和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
展示活动，长春财经学院经申报、专家评审、择优推
荐等环节，共有15件作品入围。

本报讯（记者朱怡） 开学至今，一年级的“小豆
包”们过得怎么样？日前，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分享经
验，以“四个适应”帮助新生度过幼小衔接过渡期。

学校从身心、生活、学习、社会四个角度出发，精心
策划，为学生们打造舒适的学习环境。语文课上，学生
们通过讲述自己名字的来历，促进小伙伴互相了解，探
索语文知识之旅开始了；数学老师通过游戏“猜猜他
是谁”，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一起学数学…… 进入小
学阶段，学生们很多好的生活学习习惯需要在老师和
家长的引导下慢慢养成，为此，学校专门开设幼小衔接
家长课堂活动，在家校共育下，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张鑫多 通讯员李晓桐）日前，净月
高新区明泽学校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车宣科民警走进校园，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助力校园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活动中，民警结合校园周边交通现状，宣讲交通安
全知识，并与孩子们进行互动，引导同学们养成“知危
险、会避险”的安全出行理念。现场，民警还精心准备

“小警哨”，选择一个班级同学成为“交通安全小监督
员”，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督促同学们的父母、亲友
文明行车、遵守交通法规。同时，还向每位学生发放

《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希望以点带面，让交通安全走
进每一个家庭。

康复技师对患者进行局部手法治疗。 王菁菁 摄

康复医学科诊室
开设体外冲击波和光疗等仪器理疗

17时32分：

吴晋海到社区做公益活动。 吴晋海获得的荣誉证书。

（徐微供图）

17时42分：

口腔科诊室
可以拔牙或进行脓肿切开等手术

17时56分：

皮肤科诊室
享受化验检查到快速取药“一站式服务”

便民服务越做越细
王菁菁

全国生物物理化学大会

在我市举行

长春两家企业

获评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与长春新区法院共建实习基地

长春财经学院

作品入围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

共情陪伴助力幼小衔接

明泽学校

开学新课从“交通安全”学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