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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天气、劳累等原因，清明“节日病”也不少——

男子喝高了致吸入性肺炎
专家：这样预防 3种清明“节日病”

清明节期间，由于天气、劳累等 致身体不适。
原因，医院出现了就诊小高峰。据
日前，一男子因饮酒不当患了
了解，不少市民因扫墓外出时不注 吸入性肺炎，好在及时被送医，避免
意保暖和聚会时不加节制饮食，导 了严重后果。

市民遭遇

护师提醒

意高温消毒处理，而且进食前一定
要用肥皂清洁手部。一旦出现腹部
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

精神调节

喝高了，患吸入性肺炎

今年 34岁的乔先生在市区一 的胃内容物而导致的，所以医学上
家公司上班，清明节回老家高邮和 也叫“吸入性肺炎”，一般是误吸入
亲友聚聚。
胃液、颗粒性物质或分泌物以及其
“当晚没喝多少酒就醉了，迷迷 他刺激性液体和碳氢化合物引起的
糊糊地睡着了。后来家人看到我不 肺部损伤。据了解，人如果进食太
停地呕吐，不一会儿就脸色发紫，呼 多、饮酒过多，都有可能导致吸入性
吸的声音像拉风箱。”很快，乔先生 肺炎。因为正常人吃东西时，食物会
被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因为救治 进入食道，但如果吃得太多，协调得
及时，并没有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 不好，就有可能出错，食物进了气
“医生说现在很稳定，只要再观察一 管，然后进入肺部，从而诱发急性肺
段时间就没事了。”
炎。“小孩子吐奶、成人醉酒呕吐是
市一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吴峰 最有可能导致吸入性肺炎的。因为
介绍，醉酒后呕吐引发的急性肺炎 这两种情况呕吐物比较容易进入气
主要是由于醉酒者误吸了反流出来 管甚至肺。”

醉酒者别仰面朝天

先自我疏导，家人要关心

这些措施可帮你预防流感 。 （资料图片 ）

预防腹痛

洗手后再吃加热食物

清明正处于季节更替，温度不稳 恶心、呕吐等状况。对此，专家提醒要
定，不管是受凉还是吃了不干净的食 防止“病从口入”，对于一时吃不完的
物，都容易出现腹痛、腹泻、胃部不适、 食物，尤其是放在冰箱里保存的要注

【相关新闻】

据了解，以往每逢节假日，醉酒
者在各大医院都是屡见不鲜，有耍
酒疯、胃出血、剧烈呕吐的，有脏器
损害的，也有摔成脑外伤的。“今年
还算好，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大家都
会稍加注意，有醉酒的但因此发生
严重情况的并不多。”市一院急诊科

清明节市民因为缅怀亲人，或
多或少会出现情绪波动不稳定的现
象。市民一旦发现自己出现类似症
状，可先自我疏导，调整好心态。其
家人和朋友也要对其关心安慰，及
时帮忙调适。如果连续多日出现失
眠、烦躁等抑郁症状，需要及时到医
院就医。
医生提醒，有心脑血管病史者
不宜过于劳累，要避免情绪激动，外
出时最好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消
心痛等急救药。 记者 夏超群

郊外放风筝，
市民被蛇咬
清明前后，是过敏性皮肤病高发季节

主管护师徐炳超介绍。
她提醒市民喝酒一定要量力而
行，适可而止。
“如果避免不了饮酒，
其家人在照顾昏睡的醉酒者时，要
清明小长假，不少市民会外出扫 总会遇到一些健康问题，医生提醒，
让他的头部偏向一侧，如果仰面朝 墓或郊游。每年这个时候，部分市民 只要注意防范，“节日病”可以避免。
天，一旦呕吐，很可能因为吸入呕吐
〉〉踏青要防蛇
物而导致窒息或引起吸入性肺炎。”
专家
春暖花开，冬眠的蛇已经开始活 间，市民返乡扫墓、野外踏青，要提防被
外出踏青，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 毒蛇咬伤。不建议用嘴直接吸吮伤口，
支招 除此之外，记者从市区各大医院了解到，不仅是醉酒者会增 动。
蛇咬。前天，苏北医院急诊就接诊了 尤其是在口腔黏膜有破损的情况下。
医生提醒，若不慎被毒蛇咬伤，应
多 ，近日感冒 、腹痛腹泻 、精神不佳的患者也不在少数 。 对此 ，专 一位被蛇咬伤的患者。
当护士询问他，是被什么蛇咬伤 避免奔跑。如果胳膊被咬伤，应注意放
家提醒 ，记住并做好以下三点能够有效减少 “节日病 ”的困扰 。
时，他从背后拎出一条蛇来：“喏，就 低伤肢，并立即包扎，可用指宽的绷带
对抗感冒
是它！”将医生护士吓了一跳。 （紧急状况下毛巾、围巾、藤条、茅草等
注意保暖，多喝水多运动
原来，这位患者当天陪家人到郊 均可）扎在伤口上方的近心端，注意每
清明节天气降温、外出人群密 灵之类的抗病毒冲剂，以应对突发 外放风筝。在田里，跑着放风筝时，一 15-20分钟松开 1-2分钟。扎好后，
集等特别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因 感冒。如果发烧 39摄氏度以上，咳 条蛇突然将他咬伤。这位患者立刻抬 尽快用清水或肥皂水清洗伤口，之后
此容易出现感冒症状。除了要注意 嗽较重，并持续不退烧，一定要尽快 起脚将蛇踩住，然后一把将其抓住， 可用小刀将咬伤处做十字形切口，用
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外，多运 就医。而为避免感染 H7N9禽流感， 打昏了过去。随后，他赶紧来到医院， 火罐、吸奶器或各种塑料瓶洗净后在
伤口处进行持续负压吸引排毒。随后，
动、多饮水，饮食注意清淡，接触过 回老家扫墓的人群要尽量远离家禽 这也就有了开始的一幕。
好在并非毒蛇咬伤。做了一些简 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如彻底清创、内服
感冒患者或公共物品后要及时洗 野畜，且如果准备外出踏青，遇到不
手。
明野鸟避免近距离接触，特别是死 单的伤口处理，这位患者就出院了。 及外敷有效的药物、注射抗蛇毒血清
不过，急诊科医师提醒，清明期 及全身支持疗法等。
另外，家中可常备板蓝根、感冒 掉的野鸟更不要好奇，尽量远离。

如何应对 3 种“节日病”

8名消防巡视员，每天巡查 10小时——
—

只要冒烟，就要过去巡视
流 ，清明时节的火灾隐患才会大大减
少甚至消除 ，消防巡视员才能轻松起
来。

在雨天巡视火情，这听起来像是

体验记者 ：刘娟
多此一举，但在茅山公墓，确实有这
体验岗位 ：茅山公墓消防巡视员 么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昨天，我走
体验感言 ： 当绿色祭扫成为主 进茅山公墓，当了一回消防巡视员。

〉〉过敏患者暴增

这两天，皮肤科的过敏患者暴增。
市一院皮肤科主任陈菊萍告诉记者，
每年清明前后是荨麻疹、接触性皮炎
等过敏性皮肤病的高发季节。目前门
诊上也主要是这类皮肤过敏患者，相
比过去，差不多翻了一番。
这是因为春季郊外有大量花粉草
籽等过敏源，尤其起风时空气中的花粉
和毛絮更多，因此有皮肤过敏病史者最
好不要在风大的日子在户外活动，避免
在花草丛和树下逗留，随身携带抗过敏
药物和补湿舒缓喷雾以备不测。
另外，很多人患了日光性皮炎。
“很多人以为春季紫外线不强，其实是
个误区。”陈菊萍说，紫外线一年四季
都有，对于那些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容
易出现紫外线过敏现象。 记者 苏扬

【【小长假·探访】

不少重大项目工地的工
人都放弃休息——
—

为确保工期
他们只歇了半天

昨天，记者从新甘泉路东延 节期间，工人们放弃休息，坚守工
等重大项目建设工地了解到，清明 地，确保工程在既定时间内完工。

新甘泉路东延

〉〉不论晴雨

昨天下午，茅山公墓里，市民三 在烧纸钱时，引燃墓区的松、柏树以
五成群前来为先人祭扫。鲜花、供品、 及周边的绿化带。”听起来很简单，但
记者跟随消防巡视员在墓园巡视 。
纸钱成了一些扫墓市民的必备品。在 我跟随徐长海巡视一圈后，才发现这
他们焚烧纸钱时，消防巡视员就在不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远处，神经紧绷着。
茅山公墓占地 130多亩，“ 不管
今年 57岁的徐长海就是巡视 是晴天和雨天，在巡查时，重点就是
员之一。下午 3时许，徐长海带着我 看烟。只要发现什么地方有烟，就要
茅山公墓办公室工作人员卜树文介
在墓园内进行消防巡查。出发前，他 立即过去。”徐长海说，巡视过程中，
向我介绍了消防巡视员的工作内容， 要时刻保持警惕，稍不留意，放过一 绍，茅山公墓从创办至今，52年来，没有出
现一次火灾。除了消防巡视员，墓园内还
“主要就是在墓园内巡视，防止市民 个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
“潜伏”着其他的“消防英雄”。卜树文“揭
秘”，“墓园内共有 20位保洁员，他们在负
责清理墓园供品、枯萎的鲜花、纸灰等祭祀
在新墓区，每条主干道的路边都 如果市民在烧纸钱时，火苗过旺，很容 垃圾的同时，还是兼职的消防巡视员。”除
有盛有水的“灰池”。根据墓园规定， 易烧到树叶。一旦引燃，加上树间距较 此之外，墓园内的消防死角内，分布着 20
市民在铁皮桶内焚烧纸钱后，桶内的 小，很容易引发大火。因此，在老墓区 多个灭火器，它们的分布点都被巡查员记
灰必须倒入灰池内。巡视过程中，我 巡视，必须要进去进行地毯式巡查。 在脑子里的。一旦发现火情，就能第一时间
们发现不远处的一个灰池正冒烟，走
老墓区的路窄、树多、坟墓分布 被取出。
第一轮巡视结束后，我发现，尽管有些
上前一看，池内几张没烧完的纸钱还 密集，刚走一小片墓区，我的额头开
冒着火，徐长海赶紧用铁棒把纸钱按 始冒汗。一圈巡视下来，用了近 1个 市民烧纸钱，但量并不大，大部分小铁皮桶
入灰池的水中。
小时。这样的巡视，徐长海和同事们 内烧剩的纸灰刚覆盖住桶底。对此，卜树文
也深有感触。“前几年，市民来扫墓时，带着
在新墓区主干道上巡视时，哪块 每天都在不停地重复着。
墓碑前有人焚香、烧纸一目了然。巡
徐长海说，像他这样的消防巡视 一麻袋纸钱的并不罕见。由于烧的纸钱多，
视 20多分钟后，确定没有发现火灾 员，茅山公墓共有 8个。他们每天 7 经常会出现窜火苗的现象，看得人提心吊
隐患，我们向老墓区走去。
点上班，下午 5点下班。在清明前后 胆。”卜树文说，近两年来，有 40%的人是
进入老墓区巡视，就像是在钻树 几天的扫墓高峰时段，他们要在这 鲜花祭扫。“那些烧纸钱的市民，也只是带
林。每一两块墓碑旁边就有一棵松树 10小时内对墓园进行地毯式巡查， 了一小袋或者一两刀纸。”卜树文说，绿色
祭扫正逐渐深入人心。
或柏树。松树和柏树的叶子含有油脂， 连吃饭都只能轮流。

〉〉52年零火灾

〉〉轮流吃饭

【【小长假·健康】

昨天上午，记者走到新甘泉 都要加班栽树。1500米以西段
路东延工程的东端，看到东段约 面，路基已基本建成。
1500米长的道路已完成路面摊
新甘泉路东延工程，是去年
铺，有绿化工人正在两侧栽植香 8月 18日集中开工的大项目之
樟等绿化。
一，计划今年 8月建成通车。它
据工人们介绍，这两天阴雨， 的建成将在瘦西湖路和扬子江
树木更容易成活，所以这个节假 路之间架设起一条东西向的捷
日他们只休息了半天，其他时间 径。

江都路北延

江都路北延工程建设备受
市民关注。记者昨天在工程现
场看到，路基早已建成，工程最
—跨古运河大
为关键的项目——
桥正热火朝天地开始打桩，工
人们正在加班，为了工程明年
通车与古运河北的竹西路贯通
而加班。

京华城 A6综合体

来自淮安的工人张福贵告诉
记者，工友们只在 4日上午休息
了半天，下午就又开始上班，赶着
打好桩后尽快搭建施工便桥。
据悉，江都路北延跨古运河
大桥全长 106米，桥宽 40米，大
桥总投资约 3000万元，计划明
年竣工。

昨天下午，记者在京华城 综合体项目计划 2015年 9月建
A6城市综合体建设工地看到， 成，整体分为顶部、中段、裙楼基
工地上加班的工人虽然不多，但 座三大段式，并结合地形现状，分
10多部打桩机械在紧张地忙碌 为四大部分，通过连廊贯通围合
着，还有焊工在焊接钢筋笼，工地 成院落。项目建成后，京华城中城
显得很忙碌。
全生活广场东侧将再添吃喝玩乐
记者 姜传刚
据悉，京华城中城 A6城市 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