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及时用肥皂与清水清洗被叮咬的患
部，并可进行冰敷处理，一般可用地塞米松软
膏、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地奈德软膏等含类
固醇的药膏涂抹患部；尽量避免搔抓患部，避

免将脓疱弄破，以防伤口的继发
感染，必要时也可用莫匹罗星
软膏、夫西地酸软膏外涂。

●若多部位受伤或出现全
身症状、或过敏时，必须马上去

医院或灾区各救灾巡回医疗点就诊，主要采用
抗组胺药、皮质类固醇激素、抗生素治疗和对
症处理。出现过敏性休克和系统损害要及

时抢救。

被红火蚁
叮咬后

制图/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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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灾后皮肤病给灾民带来的
困扰，由省皮肤病医院刘巧院长带队
的救灾医疗队于7月22日奔赴文昌
市锦山镇救灾。

看到医疗队到来，村民们脸上
挂满欣喜的笑容，奔走相告。被狂
风扫袭后的溪前村一片狼藉，找不
到一块可以张开桌子开展义诊的地
方。医疗队医护人员，头顶烈日手

拿处方在路边给村民看起病来，将
带来的救灾药品、宣传资料一一发
到灾民手中。

富宅村村民韩某因为抢救台风摧
毁的房屋导致腿部受伤，经过简单包
扎处理后一直没时间换药。由于长时
间在水中浸泡，伤口受到感染。

得知这一情况后，医疗队的护
士文燕玉双膝着地，一边小心地清

洗着韩某的伤口为其消毒擦药包
扎，一边还不忘嘱咐：“千万别碰水，
每天都要消毒换药，还要注意多休
息。”村民韩某激动地连说了好几声

“谢谢”。
中午稍作休息，救灾医疗队又要

赶往下一个受灾村庄，留给富宅村的
只有一群穿着工作服，穿梭在村民中
忙碌的身影……

省皮肤病医院：队员跪地为村民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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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时间没有结点。只要灾区
人民有需要，我们医疗队就会一直走
下去。”7月26日中午12点多，海口市
人民医院医生史方海往嘴里塞了几片
干巴巴的饼干后，又背起医药箱和同
事们一起给海口市演丰镇美园村的高
龄老人送诊上门。

近期，史方海和同事们早已习惯
了每天不到6点起床就下乡去灾区义
诊的工作。

在村民的带领下，史方海等人来到
92岁老人王缵合的家中。老人耳聋多
年，表情痛苦地用手指着额头和膝盖。
王缵合儿媳说，老人患有高血压和类风
湿关节炎等多种慢性病。台风后，全身

还得了皮炎。由于村卫生室缺药，家里
人又忙着修理房子，没有时间为老人去
市区买药，老人已断药好多天。

“高压186，低压100。”护士量完
血压后吃了一惊，立即拿出降压药给
老人含服。为老人做过全面检查后，
医护人员又为老人留下急需的药品。

当医护人员离开时，老人眼眶中
充满了感激的泪水，拖着行动不便的
双腿，执意要送医护人员到大门外。
医护人员走远后，还能看到老人倚在
门前目送，并不断挥手告别。

从7月24日起，海口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符国珍便带领海口市人民医院
2支医疗队奔波在文昌和海口受灾的

一线地区，为当地老百姓免费送去医
药，普及健康知识和指导村民防疫防
病。同时，医护人员还为村里行动不
便的高龄老人送医送药上门。

7月26日，在海口市云龙镇供电
所，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
任周志宏正在为电力抢修工人李师傅
做检查，发现他血压太高，便提醒他注
意休息，不要太劳累。

海口市人民医院巡回医疗队在三
门坡镇供电所巡诊时，电网管理人员吴
师傅在检查线路作业时被树枝刮伤眼
睛。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得知后，
马上赶到现场在救护车上为其治疗，并
让他赶快到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海口市人民医院：只要灾区需要，就一直走下去

台风过后，文昌市云楼村满目疮
痍，一片消沉。然而7月 24日这一
天，却意外传来以往只有渔船回港或
者起锚时才会听到的“噼噼啪啪”的
鞭炮声。

原来村里来了一群身穿白大褂
的白衣天使，一面“海南省人民医院
志愿医疗队”的红旗在村子里高高飘
扬。

鞭炮声引来了村里的老老小小，
医护人员们为他们一一诊治，并送上
药品。“大嫂，不哭了，想开点，只要人
在，日子还会慢慢好起来的。”省人民

医院的医护人员安抚着40多岁的邢
大嫂。她家的渔船被台风全部摧毁，
已经好几天没合过眼了。

“此时，村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
医药，更需要心灵上的安抚。省人民
医院副院长赵建农说。

7月26日，听说文昌市铺前镇的
一所小学里驻扎着南方电网驻铺前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省人民医院的医
护人员早早赶过去巡诊。

“你们来得正好，他昨晚疼得一
夜没睡。”抢修队队员小李见到医护
人员送诊上门，赶忙叫出因抢修线路

受伤的来自广西的电力抢修工黄师
傅。

护士一边用镊子夹着消毒棉小
心翼翼地为黄师傅清理伤口，一边心
疼地询问：“您的耳后，背部都灼伤化
脓了，一定很疼吧？”黄师傅摇摇头，
回应道：“你们来了，我心里高兴踏
实。这点疼不算什么！”

“人家远道而来，为我们救灾。
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提供诊疗服务。”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赵建农一句朴实
的话语，道出了他们对来自岛外电力
抢修队的深深致敬。

省人民医院：传播温情，将人心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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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至28日，省妇幼保健院共
组织6批巡回医疗队，60名医务人员，
携带消炎药、胃肠道用药、感冒药、外用
药等药品和设备，走进灾民家中提供医
疗服务。

22日，翁田镇大诚村。在接诊的患
者中，有26名患者都是手脚溃烂，甚至
出现感染情况；5名患儿患有呼吸道感

染。其中，一名40岁的女患者脚部已经
肿得非常严重，没办法穿鞋，走路都很困
难，医务人员都给予了及时处理。

连日来，省妇幼保健院抢险救灾巡
回医疗队在翁田镇、罗豆镇、铺前镇的
18个自然村开展巡回诊疗活动，共诊疗
305人次，发放灾后健康教育知识资料
约300份。

有关机构提醒：

无专业指导
勿参与灾区防疫

本报讯（记者 马珂 通讯员刘泽林）把高浓
度的“84消毒液”不经稀释就直接喷洒，不能正确
使用漂白粉……民间救灾队伍送来的药品，灾区
群众不懂得如何使用。记者在文昌采访过程中，
发现一些民间救灾机构盲目和无序的医疗防疫
让人担忧。

连日来，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加入海南救灾。
7月29日，海南省义工联合会召开台风救灾工作
进展会，该会轮值主席邓泽宇介绍，在救灾过程
中，发现一些民间组织、社团、企事业单位自带了
药品、消毒用品到灾区一线救灾，由于没有专业
人士指导，灾区群众对于这些药品、消毒用品的
使用存在不少误区。比如，对饮用水井中的漂白
粉的用量，就不能很好地掌握和使用；一些人根
本不懂得还要检测饮用水的余氯。

省卫计委医政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灾
区开展医疗和防疫的民营医疗机构和个体，大都
没有经过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组织，所开展的医
疗防疫活动都是随机进行的，其医疗防疫的区域
甚至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已开展过的区域发生
重合，造成了混乱，甚至对群众形成误导。

此外，海南省义工联合会也提醒民间组织，
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参与医
疗和防疫帮助。

省妇幼保健院：巡回诊疗18个村庄

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
逊”横扫文昌、海口等地区。灾
害发生后，省卫计委、省疾控中
心等及时调派我省各大医院的
精干医护人员，向灾区派出多支
应急医疗队伍。

面对众多灾区患者，医护人
员顾不上吃饭，舍不得喝群众的
一口水，不辞辛劳地为灾民提供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皮肤科
等多类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服
务。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灾民
的服务精神，深深感动了灾区群
众。

奉献，只为灾区人民不再受伤
——海南省应急医疗队在“威马逊”台风灾区服务纪实

被红火蚁
咬伤怎么办？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赵翠玉

“威马逊”台风过后，海南省皮肤病医院救助

医疗队在海口演丰沿海一带巡诊，发现部分受灾

村民出现被红火蚁咬伤的病例，需引起注意并加

以重视。

红火蚁是外来物种，毒性大，繁殖力强，是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收录的最具有破坏力的入侵生
物之一。分类学上隶属蚁科火蚁属，它是一种农
业及医学害虫，源自南美洲。

红火蚁入侵住房、学校、草坪等地，与人接触
的机会较大，叮咬现象时有发生。其尾刺排放的
毒液可引起过敏反应，甚至导致人类死亡。

据省皮肤病医院刘巧教授介绍，红火蚁叮咬
后皮肤会出现如火灼伤般疼痛感，皮疹可见如灼
伤后的红斑、水疱，甚至出现无菌性脓疱。如遭
受大量的红火蚁螫针叮咬，酸性毒液注入皮肤，
除立即产生破坏性的局部皮肤伤害与剧痛外，毒
液中的毒蛋白往往会造成人体产生过敏而有休
克死亡的危险，若脓疱破溃，则容易引起细菌的
二次性感染。

■ 本报记者 马珂 侯赛 特约记者 汪传喜 通讯员 候晓艺 傅伟华 熊思思 王思 黄武

海南拜尔口腔医院

为灾区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赵春荣）近日，海

南拜尔口腔医院举行了“情系灾区，拜尔与灾区人
民心连心”募捐活动，全院共捐赠爱心款1.3万余
元，全部爱心款项送往省民政厅用于此次“威马
逊”台风重灾区重建工作。该院院长羊强表示，

“威马逊”给我们的家园造成了重创，风雨无情人
有情，我们要为海南灾区人民献一点爱心，尽一些
微薄之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此外，该院40余名员工主动对龙昆南路南大
桥下的周边及延伸路面进行了环境清理。医生杨
瑾瑛表示，“只要人人动手，就是对灾后恢复尽了
一份力。希望大家都加入志愿者队伍中来。”

7月18日下午，在急救车上，海南
边防医院门口进行着一场特殊手术。

原来，一位血管外伤的患者，足背动
脉往外不断喷血，急需医治。“其他医院
要么进不去，要么人满为患，怎么办？”
120急救人员接到病人后，想到了绿色
通道医院海南边防医院。

患者再不救治，很可能伤口感染，而
影响未来的手部和脚部功能。“冲吧！”海南

边防医院骨科主任董吴平带领医生黄高鹏
和护士李万霞头戴钢盔带着设备，冒着狂
风暴雨登上了急救车。在急救车狭小的空
间里，医生为患者完成了清创手术。

7月29日，患者出院时表示，“这场
在急救车上的手术，我会记一辈子。”灾
后，为帮助重灾区文昌的受灾民众，省边
防医院医疗团队又开始为受灾群众展开
义诊。

海南边防医院：急救车上做特殊手术

7月24日至25日，解放军187医院接
连派出4支抗风救灾医疗队，分别赶赴海
口桂林洋山下村、长流镇琼华村、西秀镇荣
山村等5个村庄，为当地受灾群众送医送
药，进行灾后疫情洗消，受到百姓欢迎。

医疗队到达受灾村落后，立即分成
卫生防疫洗消组和专家诊疗组。洗消组
肩扛消洗机，手持水质检测仪，挨家挨户

喷洒消毒液和检测饮用水水质情况。诊
疗组则搬出医疗设备和查体器械，顶着
烈日为络绎不绝的村民看病。

据介绍，该院连续义诊，共为受灾群
众发放药品价值3万余元，诊疗村民两
百余人。村民刘福祥告诉记者：“台风给
村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医院义诊为
我们解决了病痛，希望专家们常来。”

187医院：连续诊疗200多村民

7月23日，海医附院在尚未自救完
成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前往文昌灾区锦
山镇义诊。

义诊过程中，医院医护人员挨家挨户
登门，为灾民送医送药。83岁的林阿婆
严重营养不良，儿子儿媳妇也有病在身。
海医附院的医护人员见状自掏腰包，在第
二天再次登门为阿婆送去了白蛋白。

前来支援的广东韶关供电局700多
人在锦山镇抢修复电。每天中午1点
多，烈日下总能看到海医附院的医疗义
诊队准时出现在供电人员的驻扎地。

海医附院副院长郝新宝从韶关供电
局到锦山的第一天便许下诺言：“你们在
锦山待几天，我们服务就做几天”的健康
承诺。

海医附院：挨家挨户送医送药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王刚 陈定胜

为防止因灾死亡和因冷冻库断电
而变质的猪肉、鸡肉等肉类，及受潮霉
变的面粉、大米、饼干、糖果等食品流
入市场，省食药监局对食品市场开展
了持续、不间断的排查，确保灾后不发
生食品安全次生灾害。为此，省食药
监局支招市民，教您辨别灾后可能出
现的问题大米、面粉和肉类。

陈化及变质大米 1、米粒呈微淡
黄色的为陈化米；米粒呈绿色、灰褐
色、黑色的为霉变米；生虫、结块或米
粒之间产生白丝（俗称“起筋”）的为变
质米；米粒表面有裂纹（俗称“爆腰”）
的是被水浸泡后再烘干或晒干的大
米。2、取一把大米，向大米哈一口热
气，立即嗅气味，若有霉变味、陈宿味

等异味的为变质米。3、取少量大米
放入口中细嚼，若微有异味、酸味、苦
味、涩味等为变质米。

变质面粉 1、色泽呈灰白或深黄
色，发暗、生虫、结块。2、有霉臭味、
酸味、煤油味等异味。3、有苦味、酸
味、发甜等异味，有刺喉感。4。 用
手指捻面粉有粗粒感，手捏面粉成团，
放开手后面粉团不散开。

变质肉 1、肉色暗红，甚至偏灰
黄或变绿，刀切剖面呈暗灰色或淡绿
色，脂肪表面污秽，有黏液。2、用手
指按压肉，手指松开后的凹陷不能完
全复原，留有压痕，变质严重的手指还
可能把肉戳穿。3、用手指摸肉表面
会有发黏感，甚至从肉上拉出黏丝。
4、鼻子能闻到腐烂气味。

死猪肉 1、肉皮上有紫色出血斑
点，甚至出现暗红色弥漫性出血斑块，

有的会出现红色或黄色隆起疹块，脂
肪呈红色、黄色或绿色，肌肉发红发
紫，无光泽。淋巴结肿大。拨几根猪
毛，仔细看毛发根，如毛发根为红色，
则是病死猪，如果毛发根白净，则不是
病死猪。2、肉表面或深层有血腥味、
腐败臭味等异味。3、肉没有弹性，挤
压会有暗红色血汁渗出。

被水浸泡过的糖果、饼干、罐头等
袋装（盒装）食品 1、纸质包装盒或纸
质标签有明显水渍，或字迹模糊等浸
泡过的痕迹。2、包装袋破损，食品有
结块、发霉、变质等现象。3、饮料、罐
头出现“胀气”。4、真空包装食品出
现漏气。

消费者如果购买了上述问题食
品，可拨打12331，向省食药监局举
报，举报属实最高可获得50万元奖
励。

医疗、疾控联动协作力保灾后无大疫

为援琼人员开通绿色通道
省食药监局：

灾后问题食品辨别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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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珂）台风过后，省卫
计委调动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力量，全力
以赴开展灾后医疗卫生防疫工作。

据了解，全省各医院医务人员夜以
继日，救死扶伤，全力以赴救治危重伤
员。7月25日，省卫计委紧急部署相关
医疗单位对来琼支援的南方电网技术
人员就医开通绿色通道。27日，省巡
回医疗队将一名痔疮发作的广东电网
援琼干部从文昌锦山送到海医附院住
院治疗。

截至7月29日17时，因台风受伤的
74名重症伤员已有68名转入普通病
房，除1名重症伤员放弃治疗外，其余5
名重症伤员目前生命体征稳定。

针对灾后饮用水污染、外环境恶
化、死禽死畜未及时处理、海水倒
灌、内涝等极易引发疫情暴发流行的
情况，全省卫生系统出动了 457 支防

疫队共 3923 人次开展灾后防疫工
作，累计消毒面积 560.84 万平方米，
消毒受淹和受污染水井 5621 口，消
毒集中供水 673 处，发放 136.48 万元
消杀药械，发放宣传资料 93.15 万
份；检查饮用水机构1790家（次），经
检测，受淹灾区的水质较消杀处理前
有明显改善。

下一步，省卫计委将继续组织省级
医疗机构及医疗队赴受灾乡镇、村进行
巡诊、指导救治工作，开展健康宣传教
育，不留死角。

记者从省卫计委了解到，接下来，防
疫工作人员的工作重心将适当调整，从
驻点现场消杀工作调整为工作巡查；从
侧重肠道传染病调整到肠道、病媒并重；
从组织现场实施调整到工作效果的评估
和研判；医疗、疾控联动协作，加强信息
的通报与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