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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珊珊

近期，一段约26分钟的急救录音
在网络上流传，让无数网友深受触
动。武汉的彭先生因为心脏骤停在家
中倒地，他的妻子立刻拨通了120急
救电话。在120接线员长达26分钟
的电话指导下，妻子给彭先生进行了
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直到救护车赶
到。3天后，彭先生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生活中，很多心脏骤停的
患者并没有彭先生这么幸运。在媒
体上，经常能看到不少心脏骤停的患
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施救而死亡的

报道。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会

海南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刘苏教授
表示，过去，心脏骤停主要发生在具
有严重心脏病、心律失常的患者身
上。近年来，引发心脏骤停的原因有
很多，除了严重心脏病、心律失常外，
心梗、动脉瘤、心肌炎、过度兴奋或劳
累的患者也会出现心脏骤停。

据介绍，心脏骤停超过4-6分
钟，人体的脑组织会发生永久性损
害，超过10分钟会脑死亡。救护车
如果不能及时到达，现场发现人员的

急救就成为挽回生命的关键。
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4分钟内

进行复苏可能有半数被救活，这4分
钟被称为“黄金4分钟”。根据医学
界的共识，一旦发生心脏骤停，最有
效的应对方式是及时进行心肺复苏
和心脏除颤。如果能在心脏骤停4
分钟之内采取急救措施，发病者可能
有50%的生存率。

“心脏骤停4分钟之内，抢救越
早，成功率越高，后遗症越少。每延
误1分钟，成功率下降10%。如遇有
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呼吸停止或
喘息样呼吸，不要自行送往医院，需

要立刻就地抢救，同时拨打120急救
电话。”刘苏说。

刘苏提醒，患者心脏骤停后，家
人在家里对患者进行院前急救时，需
要注意以下方面内容：

1.要判断患者的心脏是否停止
跳动。对呼之不应的患者，要看患者
的胸腔有无起伏，颈动脉、股动脉是
否有搏动，听心脏是否有跳动，患者
是否还有呼吸。

2.及时进行心肺复苏，进行心脏
按压、人工呼吸，对患者施救。

3.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
援助。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冯琼

你知道吗？进入冬季后，反复感
冒不好，就有可能诱发心衰。

11月26日是第二个“全国心力衰
竭日”。11月25日，海南省人民医院
举行“全国心衰日”防治宣教活动，该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吴忠为群众讲
授防治心衰相关知识。

“70 岁以上的老人里，每 10 个
人中就可能有1个患有心衰。心力
衰竭是心脏泵血功能的衰退，就像
是弹性减退的皮球，输出血量不能
满足身体代谢的需要，器官和组织
中的血液不能顺利回流到心脏。”吴

忠称，心衰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
阶段和终末阶段，发病率、死亡率
高，其病因以冠心病居首，其次为高
血压。

“小小的感冒也能诱发心衰。感
冒、病毒细菌感染会导致呼吸功能减
退，缺氧等因素将导致心脏功能下降，
增加心衰风险。”吴忠说，很多老年人本
来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疾
病，一旦发烧、咳嗽，会加重心脏负担，
甚至发生急性心梗、重度心衰，危及生
命。

专家表示，在感冒流行季节或气
候骤变的情况下，心脏病患者要减少
外出，出门应戴口罩并适当增添衣服；

少去人群密集之处，避免罹患病毒或
细菌感染。有心肺病史的人，应注意
尽早诊治感冒，预防心衰。心衰早期
信号一旦出现，必须尽快就医。

生活中，有些人经常睡到半夜就
出现气短、胸痛的症状，严重时还会被

“一口气”憋醒。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心
衰表现，需要高度重视。

专家提醒，心脏就好比一匹马，心
衰就好比一匹已经患病的马拉着货物
上山，会出现力不从心、气喘吁吁的症
状。吴忠提醒，如果患者出现以下症
状：突然喘不上气、心慌、特别疲乏、甚
至脚踝、腿部出现水肿，应该尽快就
医，排除心衰的可能。

约20%的心衰患者

在确诊后1年内死亡

健康提醒

天渐寒
防寒保暖别大意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近期，我省天气逐渐转凉，因感冒、咳嗽、支
气管炎等疾病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有所增多。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袁勇提醒，
和普通人群相比，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疾
病、哮喘病等疾病的患者以及身体调节功能较
差的老年人，应更加重视防寒保暖。

大量研究表明，低温是诱发心脑血管病的
主要因素之一。低温天气容易导致心脑疾病患
者血管急剧收缩，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引发中
风、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疾病，严重者还会危及
生命。

糖尿病患者局部供血较差，如果血管一下
子受到冷空气的刺激，很容易发生血管痉挛，使
血量进一步减少，易引起组织坏死和糖尿病足
等并发症。患者应该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加减
衣服。海南早晚温差逐渐加大，糖尿病患者应
根据外出时间调整衣物。

天气转冷，一些年轻女性因为衣着单薄，未
能及时增加衣物患上了感冒。“女性如果长期不
注意保暖，容易导致气滞血瘀，严重者还会引发
痛经、多囊卵巢、子宫肌瘤甚至不孕不育等疾
病。”袁勇表示。

袁勇提醒，天气转冷，老年人、心脑血管病
患者、偏头痛人群要注意保护好头部，最好戴个
帽子。颈部血管受冷，不利于脑部供血，感觉肩
颈凉的人出门给自己围个围巾。人的双脚距离
心脏最远，可经常用热水泡脚，手脚冰凉及体弱
的人，不妨晚上穿双薄袜子入睡。日常生活中，
寒凉食物尽量少吃，多吃一些清润、温润为主的
食物，如芝麻、核桃、糯米等。

中医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中有一个著名
的温补方剂——当归生姜羊肉汤，想温补的读
者不妨一试。这道汤中，当归有活血养血的功
效，生姜可去除湿寒，羊肉可温中补虚。当归
生姜羊肉汤的具体做法：取当归20克，生姜30
克，羊肉500克，把羊肉熬烂，放红糖，再稍炖
下即成。

■ 本报记者 侯赛

海南岛四周环海，人们经常食
用海鲜。但是，在大快朵颐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一种致命的东西——食
肉菌。

食肉菌又称噬肉菌，并非单一细
菌，是会引起坏死性筋膜炎的一些混
合病菌，其中最常见的有致病原有化
脓链球菌、创伤弧菌。这些病菌感染
皮下的筋膜后易引起发炎，死亡率
高。

据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付斌介绍，食肉菌的可怕之处是毒
性强，让抵抗力差的人无法抵御。
食肉菌能在任何筋膜部位导致感

染，病人必须尽快入院切除坏死组
织并使用抗生素，否则可能导致败
血症及多种器官功能衰竭，严重者
会在24小时内死亡。食肉菌能通过
皮肤上的一些小伤口进入人体内，
割草时不小心划伤，洗海鲜时被钳
到，被一些微小昆虫叮咬后都可以
引发感染。

食肉菌早期的症状和流感相似，
包括发热、肌肉酸痛、咽喉疼痛等。
随后，患者皮肤的伤口会越来越痛，
体温会越来越高，肌肉和身体组织开
始受到破坏。患者血压可能下降，影
响血液循环，进一步使身体组织坏
死。患者必须尽快入院切除坏死组
织并治疗，否则可致败血病及多种器

官衰竭，数小时内可致命。涉及食肉
菌的个案多与水产品有关，垂钓、潜
水或是被水产品弄伤了手脚，都有机
会感染食肉菌。

付斌表示，食肉菌虽然毒性强，
但是大家也不必对此过于惊慌。临
床上，因食肉菌致死的病例比较罕
见。病人患病的严重程度，往往取决
于个人体质，若本身免疫力较差，譬
如有肝脏问题或糖尿病，易出现比较
严重的感染。

“最主要的预防方式就是小心
谨慎处理海产品。处理虾蟹、生蚝、
海鱼等海鲜时应戴手套，以防止扎
伤。”付斌提醒说，如果不小心被买
回来的海鲜弄伤了手，记住要马上

用消毒药水清洁；若有伤口裸露时，
一定不要接触海产品。有尖刺的鱼
鳍、龙虾和螃蟹，可以透过伤口将病
毒传播给人类。

专家表示，身体健康的人，被鱼、
虾、蟹等海鲜刺伤后，进行简单消毒
即可，一般不需要进行特殊处理，不
用过于担心。除非出现大面积创伤、
红肿、感染或异常痛楚的迹象，就要
及时就医。患有糖尿病、慢性肿瘤、
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肾衰等疾病的人
抵抗力较差，处理海鲜时要特别小
心，最好带上胶手套处理。如果不小
心被刺伤，要及时进行消毒处理，消
毒后仍出现感染的迹象，需要马上到
医院就医。

被螃蟹夹伤？当心感染食肉菌！
医生提醒：被鱼虾蟹刺伤需及时消毒，处理海鲜要戴手套

据媒体报道，近日，广
州一位七旬老人在杀螃蟹
时，右手虎口不慎被蟹钳钳
伤，伤口被食肉菌感染后患
上了坏死性筋膜炎。不久，
老人因病情过重不治身亡。

食肉菌是什么？为什
么会导致这么可怕的后
果？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付斌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食肉菌致死的个案
在临床中非常罕见，大多数
人感染后，未必会出现严重
病发。但是，有肝脏问题和
糖尿病的患者自身免疫力
较差，若感染食肉菌，可能
导致严重的后果。

如果是小伤口，用碘伏
消毒即可。碘伏是生活中较
常用到的外用药，具有广谱
杀菌作用，可以用于皮肤、黏
膜的消毒；如果伤口较深，可
用双氧水进行消毒，注意观
察伤口变化，如有恶化要及
时就医。

又称食肉菌感染，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
性疾病。食肉菌专“吃”
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
时清除，短时间内患者
就会发展为中毒性休
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甚
至死亡。

坏死性
筋膜炎

万一被海鲜弄伤
用什么消毒？

心脏骤停 如何跑赢“黄金4分钟”

心肺复苏步骤和方法

要判断患者有
无意识，可以通过
叫、推或查看有无
呼吸和脉搏跳动等
方式来判断

确定患者
出现心脏骤停
后，要紧急拨打
120急救电话

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跪在病人一侧双手重
叠，手掌根部正中置于胸部中央双乳头连线的中点，
连续用力快速垂直按压，频率每分钟100次以上，按
压幅度至少5厘米。确保正确地按压，双手重叠，按
压稳定有规律，下压要垂直向下，身体不要前后晃动

清理口腔中的异物，让病人
下颌抬起，头部后仰，使口腔、咽
喉轴呈直线，保持气道通畅

开展人工呼吸，平静呼吸使之胸廓抬起即可，按
压与人工呼吸比例为30比2。未经心肺复苏培训者
可只按压，不必吹气，坚持到120急救人员到来

反复感冒不好 可能诱发心衰
70岁以上的老人里
每10个人中

就可能有1个患有心衰

约50%的心衰患者

在确诊后的5年内死亡

1 2 3

4 5

本版制图/孙发强

保健品别久放
最好在开封日起6个

月内吃完

生活中，保健品保存方法
错误，容易使营养素流失或者
变质。

有些人认为，开封后留
下保健品瓶内的棉花和干燥
剂，可以延长保存时间，其实
这些东西最好在开罐后马上
就取出丢弃。因为开封后，
每次取用保健品，都会让干
燥剂吸收外界的水气。吸了
水的干燥剂非但达不到防潮
效果，还会增加产品发霉的
风险。与之类似，瓶中的棉
花取出后会吸附空气中的脏
物，再放回瓶内易造成污染。

此外，取用保健品时，要保
持手部的干燥、清洁，将产品倒
置于瓶盖内再取用。不要用手
直接伸入瓶罐中，以免造成污
染。

为了不让保健品变质，不
少人会将它们全部放到冰箱
里。其实，除益生菌或某些特
别注明要低温保存的保健品
外，其他保健品都不需要放在
冰箱。对某些保健品而言，冷
热交替反而会加速变质。一
般来说，将保健品关紧瓶盖，
放在家中阴凉、干燥处即可，
注意远离湿气重、温差大，以
及紫外线强大的地方，例如，
厨房、窗户边、靠近热源处等。

不少人觉得，在保质期内，
保健品就不会变质。其实，开
封后的保健品，受到每次取用
等影响，其食用期限会略小于
标注期限。因此，每次购买量
不宜过大，最好在开封日起6
个月内吃完。每次服用前要检
查保健品的形状是否正常。如
果胶囊发黏、破裂，片剂出现变
色、松散、粘连等改变，很可能
是变质了，应当丢弃。

专家提醒，日常生活中，保
健品无法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去医院就诊时，应将自己正在
服用的保健品告诉医生。

（时文）

六大原因导致视力突然下降

“数码眼”伤不起
人们的视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下降，

但视力突然下降多和一些习惯和疾病相关。
美国《预防》杂志网站近日总结了造成视力突
然下降的六大原因。

1.整天盯着屏幕看。调查发现，大部分
人每天盯着看电脑、智能手机、电视的时间足
足有400分钟。久而久之，会让阅读者患上

“数码眼疲劳”，出现视力下降和视物模糊
等。

2.隐形眼睛戴太久。佩戴隐形眼镜的时
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灰尘、黏液、蛋白质和
矿物质堆积在镜片上。除了导致视物模糊，
这些黏性物质还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如眼干
和发炎疼痛。一种简单的测试方法是摘下隐
形眼镜，带上框架眼镜。如果视力变得清晰
了，那就说明隐形眼镜需要清洁或替换了。
在天气炎热的夏季以及风沙较多的春季，最
好少戴隐形眼镜。

3.角膜擦伤。常由外伤引起，症状为视觉
模糊、红肿或是眼内异物感等。出现这种情况
应当及时去看眼科医生，轻微的磨损会在几天
内自行愈合，如果病情较重，医生会开出抗生
素滴眼液，以防感染，或是类固醇类的滴眼液，
以减轻炎症和瘢痕形成，后者可能导致永久性
的视力丧失。

4.怀孕。视觉功能的改变（如视物模糊和
复视）在妊娠期间较为常见。这是因为体内激
素分泌量的改变会引发角膜后方的液体发生
变化，改变角膜的形状和厚度，形成一过性的
近视眼或远视眼，直到分娩后才能恢复正常。
因此，孕期及产后一个月要注意用眼习惯，让
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口服避孕药和激素替代
疗法引起的激素改变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另
外，某些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糖尿病）也
会增加这一风险。

5.服用了某些药物。抗组胺药、降压药或
抗抑郁药等可能会造成目涩、眼干、视物模
糊，原因是它们放缓了泪液的生成，或是改变
了其成分，造成泪液蒸发得太快。一般停药
后多会好转，如果问题严重，需要找医生调整
用药方案。

6.得了青光眼。青光眼不只是老年人的
“专利”，任何年龄段都有发病风险。40岁以
上、有青光眼家族史、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
视等人群都是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因此，定期
做眼科检查很重要。年龄在18~60岁的人至
少每两年检查一次，60岁以上的人最好每年检
查一次。 （生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