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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醒来上厕所，救了他们一家5口

医院一晚上
接诊一氧化碳中毒病人11人
生命只有一次，冬季取暖一定要通风！

1.科学选择取暖方式。火炉在烧
旺之前或将熄灭的时候，产生的一氧化
碳最多，一定不要将炉具安装在卧室
中。

2.及时宣传一氧化碳中毒可能发生
的症状和急救常识，尤其强调一氧化碳

对小婴儿的危害和严重性。
3.不使用淘汰的热水器，冬天洗澡

时浴室门窗不要紧闭，洗澡时间不要过
长。

4.开车时，切勿让发动机长时间空
转；车在停驶时，不要过久地开空调；即

使是在行驶中，也应经常打开车窗，让
车内外空气产生对流。感觉不适即停
车休息；驾驶或乘坐空调车时，如感到
头晕、发沉、四肢无力时，应及时开窗呼
吸新鲜空气。

记者 徐丽亚通讯员 汪敏敏 项丽婷

入冬以来，富阳一院的急

诊异常忙碌，除了一波接一波

因感冒发烧以外，还有不少患

者因一氧化碳中毒，创造一个

小高峰。据统计，最近一周降

温以来，因一氧化碳中毒被送

往该院急诊的患者多达20余

人，最多的一个晚上，急诊接

诊一氧化碳中毒病人高达11

人。

半夜被尿憋醒，摔倒的响声救了一大家人

今年48岁的老梁（化名）来富阳打
工有10多年了，算是个“老富阳人”了，
妻子和两个孩子如今都在富阳，母亲也
跟着来到富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一家 5 口租住在一间 20 余平方米
的小屋。最近降温，连下两场大雪，拥
挤的小屋到了夜里也特别寒冷，老梁家
便点起了炭火取暖。

1 月 30 日晚上，老梁被一泡尿憋
醒，从温暖的被窝里起床，披上外套，走

向房外的公共厕所。未曾想，还没走到
房门口，便觉得一阵晕眩，只听“咚”的
一声闷响，老梁就摔倒在地。

等老梁恢复意识时，已经躺在富阳
一院急诊室了。妻子抽噎着向医生诉
说病情。原来，老梁的妻子被他的倒地

“咚”一声惊醒，赶紧起床发现丈夫已倒
在地上，大小便失禁，叫也叫不应。婆
婆和两个孩子在另一张床上也是昏迷
不醒，自己也感觉头晕得厉害。她挣扎

着开门呼救，隔壁邻居帮忙打了120，救
护车把一家5口都送到了富阳一院。

所幸一家5人在经过及时抢救后，
都脱离了危险，先后逐渐清醒。一家人
事后想起来都觉得想起来后怕：如果没
有老梁的这一泡尿，很有可能一家人如
今都已不在人世了。

医生的诊断很明确：一氧化碳中
毒。“罪魁祸首”就是屋子里生的那盆炭
火。

多种情况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记者了解到，这些一氧化碳中毒的
患者，有的是因为没有条件空调取暖，
便采取炭火取暖的打工者；有的是觉得
开空调比较浪费的“节约人士”；有的是
用煤炉取暖、做饭，却又通风不良的家
庭；有的是管道燃气漏了却不自知的家
庭主妇；有的是用燃气热水器洗澡时间
过长的年轻人；还有的是开着空调睡着
在车内的司机。可以说“上至八九十，
下至初生婴儿”，各个年龄层的都有。

那么，到底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
呢？中毒者又有些什么表现呢？

富阳一院急诊科主任高建波给出
了答案：“一氧化碳中毒，是含碳的物质
燃烧不完全时，产物经呼吸道吸入，引
起的中毒。说通俗点，就是吸多了一氧
化碳，缺氧了。”

高建波解释道，“程度轻的患者，主
要表现为头痛眩晕、心慌、恶心、呕吐、
四肢无力，甚至出现短暂昏厥，一般神

志还清醒，立即吸入新鲜空气，脱离中
毒环境后，症状可以迅速消失，一般不
留后遗症。但中毒时间长，就可能出现
虚脱或昏迷，皮肤和黏膜呈现特有的樱
桃红色。中毒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深度
昏迷、大小便失禁、四肢厥冷、血压下
降、呼吸急促，会很快死亡。一般昏迷
时间越长，预后越严重，常留有痴呆、记
忆力和理解力减退、肢体瘫痪等后遗
症。”

发现一氧化碳中毒，该如何应急处理

既然一氧化碳中毒的后果这么严
重，那如果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中毒者，
第一时间该如何施救呢？高建波表示，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首先要迅速将病人
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卧床休息，给
予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给予吸氧，对
于呼吸微弱或已停止呼吸的患者，必须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要尽快送医，给予

防治脑水肿、治疗感染等后续治疗。
“不要认为一氧化碳中毒经抢救恢

复了意识后就平安无事了。实际上有
的中毒者在接下来的 2 周至 3 个月期
间，还有可能突然出现痴呆、大小便失
禁、偏瘫等症状，其实，这仍是一氧化碳
中毒的特殊表现，只要把救治时间延长
一段，就可防止发生这些后续症。”高建

波说道。
“必须提醒，‘冻一冻能解毒的’思

想是错的，一旦发现一氧化碳中毒的患
者，首先还是要保暖，如果受了凉，还可
能会引起肺炎等疾病。”高建波建议，

“此外，不仅仅要知道应急措施，防患于
未然也很重要。”

相关新闻 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新春走基层

为了帮助真正需要的人，我们需要
特别提醒的是，如果你有幸获得了机
票，必须本人使用，不可将名额让给他
人或将机票折现。

本次活动除了受到外来打拼者们
的欢迎外，也吸引了多家爱心企业加
入，有些企业提出愿意为一些外来打拼
者送上富阳特产大礼包，有的则表示要
为这次活动提供后勤保障。

在此，我们继续向更多的爱心企业

发出邀请，欢迎参与我们的活动，让外
来打拼者们体会到富阳人的爱心和真
诚。

另外，如果你是在富打拼者，自己
有车要开回家过年，恰好车上有空座，
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车队中，爱心拼
车。你可以把出发的时间、目的地以及
空座数量通过本报新闻热线 63344556
告诉我们。

《又是一年“温暖回家路”》后续

30多人“抢”过年返乡机票
爱心企业、市民纷纷打来电话
想为外来务工人员尽一份力

记者 袁力炬通讯员 余俊伟 王芬章玺

上周五，本报联合团区委、渔

山乡团委、元通汽车、富阳农商银

行推出“温暖回家路”活动，邀请

在富的外来务工人员参与，主办

方将从参与者中抽选“温暖使

者”，赠返乡机票和爱心大礼包。

一周来，已有30余位报名者加入

“抢票大战”。

温暖在延续，让回家的路更轻松

自2013年以来，本报策划春运专题
公益活动，并在社会各界的参与推动下
逐渐成熟，至今已经助力40余位来富打
拼者顺利踏上返乡之旅。 活动第一年，
本报推出“温暖车队”活动，护送外地来
富工作者前往车站、火车站；2014 年，

“温暖车队”升级为“温暖回家路”，不仅
送礼包、免费接送，还奉上免费返乡机
票；2015 年、2016 年、2017 年，每年十张
免费机票、春节大礼包伴随富阳的外来
务工者们“飞”回家。今年，这股温暖的
力量将再次传递下去。

记得去年的报名者中，有对刚结婚
的夫妻令人记忆深刻。他们新婚不久，
新郎是山西小伙徐峰，新娘则是位富阳
姑娘。而今年的30余名报名者中，也有
一对是刚结婚的新人。新郎是土生土
长的新登人小李，新娘则是位川妹子，
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小李的女友就
跟着来到了富阳。小李说：“今年过年
选择去四川，主要是老婆那边的喜酒定

在正月里，所以刚好去过个年，顺便把
老婆家的亲戚一次性走个遍。”对于这
次活动，小李很期待。“希望新婚的好运
能眷顾我们，在 2 月 8 日能抽到机票大
奖。”

除了报名成为“温暖使者”的，也有
很多单位、市民报名，希望成为“温暖车
队”的一员，富阳某装修公司负责人傅
总就是其中的一位。“早就听说这个活
动了，最近我们装修公司已经放假了，
自己在家没什么事，能为社会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是最好不过了。”傅总表示，自
己的工人很多也都来自安徽、江西等
地，自己虽然不能一一送他们返乡，但
工人的过年返乡路一直是让他记挂的
一件大事。“虽然今年我的工友们都已
经顺利返乡，但我依旧想在这里呼吁：
希望今后每年过年，有关部门都能够组
织一次活动，让在富打拼的外地兄弟都
能更高效的、环保地拼车出行，及时、顺
利、安全地抵达家乡。”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回家的路不再孤单

本报讯（实习生 孙婕妤 记者 张柳
静）2月1号下午，鹿山街道举办了主题
为“我们的节日：春节——特色民俗迎
新春，传统年味润心田”活动。活动还
没开始，文教鹿苑菜场旁的文化广场就
挤满了人。

当天下午1点左右，记者随着人流
来到活动现场。“虽然时间还没到，但是
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了。”鹿山街道
的邵书记乐呵呵地说，“前几天我们几
乎把所有人的微信都发了一个遍，大家
都知道这里有个年味活动。他们也都
非常捧场。”

篮球场里，写对联的书法家们早就
在群众的要求下写起了福字和对联。
写一个福字，便夹在架子上，一来等墨
水风干，二来便于群众挑选。其中有一
位76岁的李大爷，是老年书法协会的会
员，他的手已经哆嗦，耳朵也不太听得
清，但写出来的字苍劲有力，赢得众人
喝彩。前一副对联还没写完，就有人巴

巴地望着求他写第二副了。
篮球场隔壁的文化公园，热乎乎的

食物已经一笼接着一笼出炉。朱女士
是做米馃的志愿者之一。“我们每年都

有这样的活动。”朱女士边说边利索地
把包好的米果放在蒸笼里，“每年大家
都吃得很开心。”在记者来之前，已经有
好几笼米馃下锅了，分派米馃的地方早
已排起了长队。现场还有冻米糖、油面
筋等美食，也井然有序地派发给社区居
民。活动中，社区还把做好的美食送到
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

除了美食和对联，还有志愿者队伍
为居民提供服务。最红火的就是理发
服务了，一个个老人换了过年的新发
型。像王大爷平时腿脚不便，当天也凑
热闹出门一趟，理了个发。

廖阿姨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电饭
煲被志愿者叮叮当当几下就弄好了。

“还来不及修呢，正好赶上社区的活动，
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修好了。”廖阿姨
牵着女儿心满意足地去选对联了。

其他还有剪窗花、义诊、首饰保养
等活动，志愿者面前也人山人海。

整场活动接纳了将近1000人。

一盒装满零食的快递
为何“派件的”是民警文化广场上人来人往，香味四溢

鹿山街道民俗活动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何雨
辰）快过年了，远在外地的朋友给家住秋
丰的小吴寄了点年货，有红枣、葡萄干、
巴旦果等，不过，给他派件的却是民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月23日上午9点，富阳秋丰的小吴
接到城西派出所电话，通知他到派出所
领取快递。小吴摸不着头脑，到了派出
所，才知道自己的快递被人偷了。他说，
快过年了，朋友想给他寄送点年货。这
个快递盒里装满了红枣、葡萄干、无花
果、巴旦木等各类零食，打开盒子琳琅满
目，没想到这年货太诱人，惹得小偷也红
了眼。

1月23日凌晨3点，城西派出所的巡
逻车照常在路面巡查，当车开到秋丰村
时，巡逻车前方有一辆电瓶车迎面驶来，
可当巡逻车辆接近电瓶车时，这辆电瓶
车迅速调转车头，并且加速。巡逻民警
一看，赶紧驾驶巡逻车辆将这辆看起来

“心里有鬼”的电瓶车给拦下了。
“你大晚上的做什么？”民警走上前

盘问。
“我刚刚从网吧里出来，回家去。”张

某挺了挺胸似乎是给自己壮胆。
民警接着问：“那你看到警车跑什

么？”
“我……我……我……”张某支支吾

吾半天，“我以为要撞上了……”
在民警的进一步盘问下，张某还是

坚持自己没干什么坏事，但却用眼角余
光偷偷瞄向电动车上的快递，这一个微
小的动作没逃过民警的眼睛。

“电瓶车上的快递是寄给你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张某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得向民警承认了偷盗快递的事实。

据张某交代，当天凌晨，他在网吧上
完网出来觉得很饿，一连找了几家超市
都关门，但发现有一家超市门口有没被
领走的零食快递，就顺手牵羊了。没想
到这偷来的零食还没有吃上，就被民警
抓住了。

目前，张某已经被富阳警方依法行
政拘留。

漫画 王怀申

本报1月26日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