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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时别大笑和讲话
听急诊科主任讲急救知识和技能

心脏骤停 射血功能突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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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林东苗

6 日， 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东科学中
心、羊城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第 75 期珠江科学大
讲堂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 这一次，珠江科学大
讲堂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
主任蒋龙元，详尽介绍各种急救的知识和技能。

蒋龙元首先介绍了心脏骤停与心
肺复苏术。

他说， 很多人有个误解， 认为心
脏骤停是指心脏停止跳动， 其实，指
的是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 真正停
止跳动的情况只占 5%-10%，很多时
候，心脏骤停的时候，心跳速度反而
会非常快， 甚至可能达到每分钟 200
至 250 次，但是杂乱无章。 由于心脏
射血功能的终止，会导致组织器官没
有血液的供应而造成猝死。

根据数据统计发现，40%的心脏
骤停没有及时发现或者发生在睡眠
中。 而且“黎明前的黑暗”在心脏骤停
中是个现实———黎明时分比较容易发
生猝死。

蒋龙元说， 当有人出现心脏骤停
的情况时，不可能期待医务人员在短
短几分钟时间里赶到现场， 这个时
候，就需要依靠现场的第一目击者及
时进行抢救。 此时，第一目击者不仅
要让心脏骤停的人活下来，而且还要

实现让对方继续能够有质量地生存。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心脏急救

有“黄金四分钟”的说法，如果超过了
四分钟，大脑会因为缺氧而造成不可
逆的伤害，即使救回来，也可能成为
植物人。 因此，面对心脏骤停的病人，
必须要环环相扣实施救护，才能获得
最好的结果。

因此， 蒋龙元说， 这一生存链包
括了即时高质量心肺复苏、 快速除
颤、基础及高级急救医疗服务、高级
生命维持和骤停后护理。 而第一目击
者在发现有心脏骤停的人时，就需要
第一时间实施前三项的救治措施。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遇到气道异
物梗阻的情况。

蒋龙元提醒说， 尤其注意在日常
生活中，吃饭时不要大笑、讲话、狼吞虎
咽。 因为气道和消化道有着共同的器官
口，讲话的时候，声门打开，食物就会有
可能进入气道。 如果异物比较大，将气道
基本上堵塞了， 这个时候人体就会表现
出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或者声音很小。

遇到气道异物梗阻， 抢救的原则
是要让异物离开气道，可以采取办法
让它回到口腔，如果行不通，那么宁
可让它进入肺部。

如果发生梗阻的对象呈清醒状，
那么可以环抱对方，用大拇指指向这
个人的肚子， 向上和向内地冲击，使
得腹部就产生压力，将异物顶到嘴巴
里面。 如果一个人在家里，自救的方

法是，找一个桌角自己给自己压。
如果对方已经失去了意识和反

应，那么就要采用腹部冲击法，用两
个腿夹紧病人，用大拇指往肚脐上部
冲击 5-10 次。 每次人工呼吸前，都要
检查对方口腔是否有异物。

而对于婴儿， 则要格外小心。 要
将婴儿俯卧趴在施救者的手臂上，一
只手托着下部和颈部，另外一只手放
在手臂上夹住，自己找一个凳子或者
是马步， 用另外一只手尽量地往下
拍，就可以将异物拍出来。

气道异物梗阻 吃饭时不要狼吞虎咽

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和
致残的首位原因， 而高血压则是
卒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蒋龙元说，要重视高血压的三
级预防。 一级预防是指没有高血压
的人要防止出现高血压，或者是推
后高血压发生的年龄。二级预防是
指那些已经有高血压的人，则要防
止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而三级预防
则是针对发生了中风和心血管病
人，要让他们进行防治，促进康复。

如何识别脑梗和中风，蒋龙元

介绍了一种快速识别“123”方法。
“1”看对方的脸是否不对称、

嘴巴歪。可以做咬牙齿的动作，中
风的人由于两边不对称， 会出现
一边漏气的情况。“2” 伸出两只
胳膊，如果有脑血栓的人，会出现
一边下沉， 两边不对称的情况。

“3”听说话，看是否有口吃不清、
说不明白的情况。 三个因素只要
出 现 一 个 ， 中 风 的 因 素 高 达
70%。 这个时候就要拨打 120，尽
快将病人送到医院。

脑卒中 快速识别的“123”方法

糖尿病低血糖 首先要让伤员静坐或躺下
蒋龙元说， 低血糖是糖尿病

患者一种主要的并发症， 当糖尿
病患者出现饭量低于活动量、注
射太多胰岛素、 口服过量降糖药
物等情况时， 就有可能发生低血
糖。

出现低血糖情况时， 首先要
让伤员静坐或躺下；拨打 120；进
食含糖食品。切记，如果低血糖的
病人， 处于昏迷状或者是躺在地
下，不要随意搬动，不要扶起来吃
东西，否则很容易造成窒息。

溺水：谨慎下水施救
遇到有人溺水，首先要呼叫。其

次， 寻找专业人士帮忙， 例如拨打
120 和专业救生员。 尽量将溺水的
人拉向岸边，可以使用竹竿、棍子和
衣服，千万不要手拉手施救。还可以
抛绳子和救生圈给对方， 不主张轻
易下水救人，水下情况未知，可能会
造成施救者陷入困境。

烧烫伤：用凉水冲
烧烫伤后应立即用干净的凉

水持续冲洗 (或浸泡伤处 )至少 15
分钟，直至疼痛缓解 ，水压不能太
大。 有条件的话，可以泡在冷水里
面，常温就可以。

猫狗咬伤： 用力挤伤口周边
的血

首先在现场将伤口周边的血
用力挤出来 ， 然后用肥皂或者洗
洁精用流动的水冲洗 ，至少 15 分
钟。 接着 ，用碘伏消毒伤口 ，去医
院找犬伤科治疗。

在越秀区广九大 马 路 地
块名花有主之前 ，荔湾区陈家
祠兴隆广场地块也由力迅地
产接手，迎来生机。

资料显示 ，兴隆广场地块
基坑内工程桩已于 1998 年基
本完成 ， 后来停工 。 项目在
2010 年 7 月再次开工 ， 又于
2013 年停工至今 ，2019 年 ，建
设至 14 层高的兴隆广场 ，被
整体清拆。

今年 8 月 22 日 ， 力迅地
产宣布获得荔湾区陈家祠兴
隆广场商住地块。 该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 130406.89㎡ ，
由六栋住宅组成 ，主力
产品就 将 会 是 55-140
㎡的两房至四房 ，商业
配 套 建 筑 面 积 约
8887㎡。

一一住住宅宅楼楼柱柱子子位位移移
美美林林海海岸岸业业主主忧忧心心安安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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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近 20 年
广九大马路地块终于活了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广州中心区一宗闲置地块有了新出路。
7 日下午 3 时，越秀区广九大马路地块

在土拍市场正式出让，深圳市海维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 49460 万元底价竞得了该地
块。 扣除回迁房面积后， 折合楼面地价约
3.2 万元 / 平方米。这意味着，该宗闲置了将
近 20 年的地块终于有了新转机， 居民回迁
有望。

回迁有望！

据天眼查资料显示，建设方
广州越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 而在
2005 年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年检中， 因不符合年检要求，该
公司被广州市建委注销了房地
产开发资质，刚刚建起的白云路
邮政综合楼因此被搁置。

2013 年， 广州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启动新一轮“烂尾楼”处
置工作，白云路邮政综合楼被归
类为“已提出盘活处理意见，需
细化方案”的一类。

2016 年 ， 宗 地 面 积 为
2227.6㎡的该地块，用地性质从
商业金融业用地， 修正为商业、
商务兼容二类居住用地，并规划
建成一栋高 25 层的商业体，计

容 建 面 19001 ㎡ ， 容 积 率 为
14.4。 按照规划，这里未来会修
建成为新的邮政综合楼， 高约
77.5 米 ， 共 25 层 。 2018 年和
2019 年， 该地块都出现在广州
市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中，不过到
今年才正式出让，最终被深圳市
海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底价
拿下。

该地块位于越秀区广九大
马路以东、白云路以北，白云路
公交车总站紧挨着地块，距离地
铁 6 号线团一大广场站也只有
三四百米。 周围的配套已很完
善，教育、餐饮、医疗、购物等一
应俱全。

但偏偏就是在如此繁华的
生活圈里，该地块一闲置就接近
20 年。

现场可见， 在该地块上，已

建有一栋名为“白云路邮政综合
楼”的楼宇，目前周围已有围墙
围蔽。 十数年的日晒雨淋，这栋
只有 5 层“骨架”的楼宇已经“灰
头土脸”，一副破败景象。羊城晚
报记者通过一扇铁门的缝隙望
进去， 发现里面成了停车场，停
着不少车。 而在 3 层的部分空间
里，则安装有窗户。 查阅资料可
见，原来这里还曾作为辅警和送
水工的宿舍，住过 40 多位租客。

目前人去楼空了。
在大铁门的左侧，记者看到

了一张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标
牌。 从中可见，该项目为广州越
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工日
期为 2001 年 6 月 1 日， 竣工日
期为 2002 年 5 月 30 日。按照计
划， 原本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很
多人的生活就能旧貌换新颜，但
这一等，就等了近 20 年。至于为
何烂尾，街坊们都说不清楚。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道：
7 日 8 时 43 分，天河区、白云区暴
雨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 天河和
白云交界处雨势较大， 降雨持续 1
小时左右。 有市民表示， 天河客运
站附近积水严重。 据了解， 强降雨
未对车站班车发班运营造成影响，
但天河客运站附近路段交通出现拥
堵缓行现象。

根据市民提供的图片显示，天
源路靠近天河客运站路段积水较
深。 在天河客运站门口，多位市民卷
起裤脚涉水而行，积水已至小腿。 在
广州环城高速高架下， 积水淹至小
车半个车轮处。 10 时 30 分，降雨渐
停， 天河客运站附近积水已经大部
分消退，车站班车正常运营。

强雷雨对周边交通造成一定影
响。 截至 10 时 45 分，天源路、燕岭
路靠近天河客运站路段交通拥堵，
达到“严重拥堵”级别。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道：
7 日，记者从广州市水务局在对市人
大代表林绮芳《关于建立全市水情
和路况一键警报提醒系统的建议》
答复中获悉， 广州正采用智能监测
的方式处置“水浸街”。 尽管该技术
目前无法直接防住“水浸街”，但能
够更早知道哪里将发生或已经发生
水浸，有助各职能部门迅速处理。

根据广州市水务局的答复，这
种智能监测内涝的设施， 目前已在
全市安装了78个，主要针对内涝频
次较高及水浸隐患点的区域进行积
水监测和预警， 涵盖桥涵隧道、中
心城区主干路沿线、 历史内涝积水
点、 地势低洼区域、 沿江倒灌点以
及重要小区的地下车库等易涝区
域， 其中监测点各区布设情况为：
越秀区6个， 南沙区2个、 黄埔区7
个、番禺区2个、荔湾区8个、海珠区
8个、花都区7个、白云区15个、天河
区15个、增城区8个。 监测点可根据
现场内涝情况， 按照平时5分钟 /
次， 雨时1分钟/次， 实现现场液位
变化的动态传输和超预警提醒。

广州市水务部门已在今年 8 月
启动广州市“智慧排水”项目建设，将
根据广州市中心城区重要道路和场
所路面积水、城市历史内涝点、高风
险积水路段、 地势低洼地区等情况，
着重对中心城区的内涝风险点进行
梳理及分析，开展有针对性的监测监
控点布设，并统一接入监测信息。 此
次“智慧排水”项目计划 1 至 2 年内
拟布设 495 个内涝物联监测点。监测
信息主要包括路面、 相关窨井等水
深、水位等信息。 广州市水务局将及
时共享掌握的内涝监测点数据，统一
发布给市应急、 公安、 交通运输、住
建、城管、园林绿化等相关行业管理
部门及各属地政府，科学制定交通管
制、分流、疏导、道路养护、应急抢险
布防等应对处置措施。

哪里水浸街
能更早知道
广州计划 1 至 2 年

内布设近 500 个内涝物
联监测点

强雷雨来袭
天河客运站

附近积水严重

地处越秀繁华路段 一闲置就快 20 年现场

努力再盘活 用地性质变追溯

同场加映

荔湾陈家祠
兴隆地块重生

近期，广州房地产市场交投升温。 面
对回暖的行情， 广州金融城片区的明星
楼盘美林海岸五区三座的业主却怎么也
笑不出来， 等待他们的是房屋质量引发
的焦虑。

读者报料
“一楼的两根柱子折了！ ”

“一楼的两根柱子折了！ 断裂处出现
了明显位移， 这让业主如何安心住下
去？ ”日前，有美林海岸的业主向羊城晚
报记者报料称， 该小区一栋住宅楼出现
了明显的建筑问题， 是否会影响业主的
安全，成为关注的焦点。

7日， 记者前往该楼盘了解情况。 该
小区位于临江大道北侧科韵路以西，属于
广州国际金融城片区。根据地产中介人员
介绍，美林海岸的房价已经卖到了近7万
元/平方米，近期涨幅明显。

记者现场看到， 发生断裂的柱子位
于该楼盘五区三座北向，共有两根，断裂
的位置位于柱体与二楼阳台的连接处，
其中一根柱子错开的面积宽度已达七八
平方厘米，用肉眼即可观察到断裂现象。

柱子下面为休闲区， 摆放着乒乓球
桌和运动器械， 也有通道可穿行至楼栋

的另一处，现场未见安全警示标志。一名
正在附近运动的老人经记者提醒才注意
到一旁的问题柱子。她表示，每天下午都
有很多老人在这里锻炼， 也有人经由柱
子底下的通道离开。“我之前都没留意到
这边的柱子断裂， 得赶紧提醒家人和邻
居不要到这里来。 ”

还有业主向记者提供了 5 月份拍的
图片，对比现状不难发现，柱体断裂处偏
移明显增大。“5 月份时才偏移一个砖
位，现在偏移两个砖位，越来越严重了”。
该业主说。

记者进而了解到， 柱子断裂问题早
在 2016 年就已出现，今年以来倾斜角度
明显加大。

原因不明
小区物业回应称尽快修复
据称，早在 2016 年已有业主向该楼

盘的物业公司广州美林基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反映过上述问题。 但物业方面未
有具体行动， 仅告知业主发生断裂的柱
子为装饰柱而非承重柱， 对楼宇整体结
构没有影响。

“如果没有影响，物业应该向业主出
具鉴定报告，而不能说说了事。 ”住在该

栋楼的一名业主说， 此前还有业主在物
业服务群里提出了柱子断裂问题， 但没
有下文。

直到上周业主通过多渠道投诉后，
物业发布消息称， 已咨询美林海岸项
目的原设计工程师 ， 对方回应偏移的
柱子是装饰柱， 猜测可能是绿化带底
层地基受生长树根影响导致柱体变形
错位， 并称已决定对偏移的柱子进行
修复，但因为要挖到装饰柱基础，物业
工程部缺乏相关工具 ， 需聘请专业人
员进行修复。

当天，在记者陪同下，一名业主拨通
了物业电话， 同样得到了“柱子是装饰
柱”的答复，“如果影响承重，整栋楼现在
已经倾斜了”。 该工作人员说。

对于处理进度，物业人员还表示，他
们已联系有专业资质的鉴定公司对柱子
进行鉴定，鉴定人员本周就会到场；待确
定柱子偏移原因后， 物业会尽快对柱子
进行修复。

“如果是新楼盘发生质量问题，开发
商担心影响销售，会马上处理问题，业主
甚至可以退房。现在已经是老楼，曝光影
响二手房价格， 不曝光又担心住得不安
全。业主真难啊！”采访中，有业主坦言住
房摊上质量问题真是一肚子苦水。

破败的楼体和周围新楼形成鲜明对比，不久后它将重现生机

美林海岸楼盘现柱子断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主任蒋龙元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