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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普工

电话：0556-5919803

2、安徽盈创石化检修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普工、技术人员

电话：0556-5376915

3、安庆市柏兆记食品有限公司：普工、营业员

电话：0556-5036691

4、安徽省克林泰迩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普工、技术人员、工程师、安全员

电话：15357329992

5、安庆辰步药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员、工

程师、财务

电话：17764347216

6、安徽信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认证员、营

销员

电话：17356018010

7、安庆兆丰印染有限公司：操作工、质检员

电话：0556-5199168

8、安庆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理货员、导购员

电话：0556-5960601

9、安徽玖久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操作工、工

程师、作业员

电话：0556-5703818

10、安庆星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

售人员、客服、机修工

电话：13805665166

11、安庆永强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饲养

员、技术员、计划员、文员

电话：17856552960

12、安庆市黄梅山庄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服

务员、接待员

电话：18949461388

13、安庆皖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

电话：0556-5373278

安庆市9月企业用工需求清单（部分）

安庆市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周六举办现场招聘会欢迎前来招聘求职、政策咨询。
地址：安庆市棋盘山路348号市科技广场对面人社局二楼

更多就业政策和岗位信息
请关注安庆就业微信公众
号或登录安庆公共招聘网
（www.aqggzp.com）

□ 全媒体记者 陈军

9 月 13 日，市民李洋在合肥捐
献造血干细胞，为一位患有淋巴细
胞白血病的小男孩带去了生命的
希望。而他的母亲张文琴，从 2003
年开始坚持参加无偿献血，累计无
偿献血超过一万毫升，挽救了无数
生命，曾荣获 2014-2015 年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母子二人血
脉相承，用无私爱心为他人点亮生
命之光。

母亲替儿子完成献血心愿

母子俩与爱心结缘，还要追溯
到18年前的六一儿童节。2003年6
月1日，李洋小学毕业那年，张文琴
带着李洋在人民路逛街。当时看到
献血车，李洋提议：“今年是我最后
一个儿童节，我希望用无偿献血的
方式来纪念。”在登上献血车后，医
务人员向他们介绍了献血政策和知
识，了解到必须要年满18岁才能参
加献血。虽然儿子没有献成血，但
是张文琴觉得孩子的奉献爱心意识
十分难得，于是替李洋完成他的心
愿，第一次献血200毫升。

回家后，当家人得知张文琴参
加无偿献血，纷纷表示反对，“老年
人固有的观念是献血伤身体，让我
不要再参加了，但是当我看到那么
多人坚持参加无偿献血，还特意咨
询了几位医生朋友，他们告诉我只
要注意休息和饮食就没事。”慢慢
地，张文琴献血次数不断增加，献血
量也在不断增加，200 毫升、300 毫
升、400 毫升……如今，每年两次献
血，每次献血400毫升已经成为她的
习惯。

此外，她还了解到机采血小板

可以更好地帮助病人，便开始参加
机采血小板。“我在网上查阅了有关
知识，了解到血小板主要有凝血作
用，生命周期短，恢复快半个月可捐
献一次。血小板减少的病人，只需
要输注血小板即可。现在只要医院
急需血小板，血站招募到我，我便赶
到血站去捐献。”她说。

儿子用实际行动支持母亲

2017年6月8日，张文琴在全市
献血表彰大会上作为获奖代表上台
发言，并且在会议上得知我市有一
批人不但自己参加无偿献血，还主
动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宣传
招募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无偿献
血，“我像是找到了大家庭一样，大
家志同道合，于是我便申请加入协
会。”张文琴说。

自从做起了无偿献血宣传工
作，张文琴尽量多挤出时间参加志
愿服务。2008 年 8 月 12 日，市红十
字会和中华骨髓库安徽分库安庆工
作站举办“‘益’起寻找生命的种子
——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招募活动”。当儿子李洋得知
此次活动时，决定陪母亲一起参
加。“我的母亲经常参加无偿献血，
在日常生活中，她也经常劝导亲人
和朋友献血，帮助他人。但是还是
有很多人对此有误解，不愿意尝
试。之前我一直想参加无偿献血，
但是体重不达标，现在体重达标，我
便提出来参加，以我的实际行动支
持她。”李洋说。

在现场，李洋不仅完成了小时
候的愿望，同时还加入中华骨髓
库，志愿在有需要的时候，捐献造
血干细胞。对儿子的举动，张文琴
十分感动，欣慰地说：“儿子非常支
持我参加无偿献血，有时候我参加
公益宣传活动，店里照顾不过来，
他便主动帮忙。我第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的时候，儿子就陪伴在身边，
所以这次他来参加第一次无偿献
血，我也要一起参与，给他鼓励，为
他加油。”

母亲陪伴儿子捐献造血干细胞

7 月 22 日，李洋接到了省红十
字会的电话，说他的造血干细胞和
外省一位患有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小
男孩匹配上了，目前对方病情十分
严重，问李洋是否愿意捐献。

“我愿意。”李洋不假思索斩钉
截铁地回答，“从加入的那一刻起，
我就暗自下决心，如果我的造血干
细胞和别人匹配上了，我一定会遵
守承诺。何况对方还是一个小孩，
我的朋友孩子也曾患有白血病，小
小年纪就要承受化疗的痛苦，还有
父母心碎的感受，我能理解。”

随后，在市红十字会的安排下，
李洋进行抽血，然后将血样送到宿
州进行高分辨体检。经过化验，再
次确认李洋的造血干细胞与患者匹
配。然后在进行全方位的体检，证
明身体素质没有问题后，确认可以
捐献。

9 月 8 日，在红十字会的欢送
下，李洋出征合肥，母亲张文琴一直
陪伴左右。

在医院打了 5 天的动员剂之
后，李洋身体内的造血干细胞被激
活。9 月 13 日 8 时 30 分，捐献正式
开始。“以前人们听到捐献造血干
细胞，觉得需要取出骨髓，进行大
手术，对人体伤害比较大。但其实
捐献造血干细胞很简单，就如同无
偿献血一样，在左手和右手臂各插
入一根管子，从左手把血液抽出，
经过仪器将造血干细胞分离后，再
将血液从右手输回到体内，整个过
程很平稳，没有什么感觉。”经过两
个小时，造血干细胞采集完毕，李
洋顺利完成了捐献。

虽然捐献过去了好几天，但是
李洋的心情却不能平复，“因为这
次捐献，身边很多亲戚朋友都非
常关心我，听完我的故事都表示
愿意去捐献造血干细胞，我感觉
非常欣慰。也希望远方的孩子在
注入我的造血干细胞后，能够早
日康复。”

母亲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儿子捐献造血干细胞

母子同心 点亮他人生命之光

1、停电线路：110kV 城西变
电站 10kV 城配南 05、城配西 06
线。停电范围：【大观区】德宽路
染织总厂、大观亭、德宽路同安
闸、宜城水岸、同安门小区、西门
轮渡、百蕊房产、中农农资、恒通
公司、元诚贸易。停电时间：9月
23 日 08：30-18：00。停电原因：
德宽路架空线路清障、消缺。

2、停电线路：110kV 城西变
电站 10kV 城配南 05 线新义街
G127高分101开关后段，城配西
06 线新义街ⅡG613 高分 101 开
关、沿江西路ⅠG809高分101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大观区】新
义街、建设路、万豪逸景、立新圩、
大南门、袁柏村、大新桥、大王庙、
船厂等用户短时停电。停电时
间 ：9 月 23 日 8:00-9:00、16:
30-18:00。停电原因：德宽路架
空线路清障、消缺。

3、停电线路：110kV 肖坑变
电站10kV机场23线路棉麻公司
ⅡG449 高分 102 开关。停电范
围：【宜秀区】中兴大道青云汽贸、
棉麻公司、环丰丰田等用户。停
电 时 间 ：9 月 23 日 08：00-18：
00。停电原因：中兴大道棉麻公
司G091高分更换。

4、停电线路：110kV 城西变
电站 10kV 城配南 05 线新义街
G127高分101开关后段，城配西
06 线新义街ⅡG613 高分 101 开
关、沿江西路ⅠG809高分101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大观区】新
义街、建设路、万豪逸景、立新圩、
大南门、袁柏村、大新桥、大王庙、
船厂等用户短时停电。停电时
间 ：9 月 23 日 8:00-9:00、16:
30-18:00。停电原因：德宽路架
空线路清障、消缺。 安电

计划停电信息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