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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季节，寒气逼人，也是感冒的
高发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悬殊很容
易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紊乱， 病毒乘虚
而入，引发感冒。 老人、儿童免疫力较
弱，更是易感人群。

感冒后人们往往通过口服或静注
抗生素等药物治疗， 然而感冒大多具
有自限性，需要近七天的恢复期，药物
对缩减感冒疗程作用并不大。因此，应
对冬季流感，当以预防为主。 勤通风，
多喝水， 适量户外运动， 适时增减衣
物，多摄入维生素 C，现在还有一些生

物制剂可以通过调节人体免疫系统预
防感冒，例如九芝堂的斯奇康注射液，
斯奇康通过调节机体细胞、体液免疫，
刺激网状内皮系统， 激活单核 - 巨噬
细胞，增强免疫功能。目前在临床上对
感冒、哮喘等呼吸疾病有显著疗效，并
且无副作用， 特别适合隆冬季节用来
预防感冒。

寒冬感冒频发， 当以预防为主，
治疗为辅。 适量运动，勤通风，配合
使用斯奇康增强免疫力， 远离感冒
困扰。

关注老人儿童 预防反复感冒

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泰天大酒店泰天蕙
竹美丽坊，自 2014 年 1 月 1 日开始，变更为皙
泉品牌长沙地区加盟店面， 该店在经营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本企业无任何关联，
由该店自行负责，特此公告！

皙泉国际美容美体连锁机构
2014 年 2 月 18 日

公 告

零点40分， 待产的孕妇
羊水破了！ 一家人紧张得团
团转，准妈妈却掏出手机，淡
定地发微博直播：“这个点破
水啦！ 医院途中……” 2月26
日零点40分， 家中待产的长
沙网友@�Yoo么么在被送医
院途中开始微博直播， 从轻
松的语气，到满屏“痛痛痛”，
长达约 14个小时的待产过
程， 她一直刷到手机没电进
产房才作罢。

2月26日下午3点，7斤重
的儿子多多终于出生，自称“卸
货成功” 的么么赶紧放出宝宝
靓照：儿子一枚，正好7斤，白白
净净还有个小酒窝。 而么么也
被网友称为最淡定的微博控准
妈妈。

羊水破了
她还在淡定发微博

“这个点破水啦！ 医院途
中……@Hi都市报”， 一条简
短的微博，26日00：40由@Hi
都市报的粉丝@Yoo么么发
出， 两个小时后， 她再次更
新：

“就这样， 破水后我和宝
爸两人拿上待产包开着车就
出来了， 家人现在睡得正香
呢。 宝爸埋怨我乱动才破水。
说什么好呢， 没常识真可怕
……崽要出来不是我能决定
的……”

记者联系上网友@Yoo么
么，她叫雷超超，此刻正在长沙
的湖南省地矿医院病房里待
产。她说，因为疼痛，所以用刷
微博来转移注意力。

入院待产
她刷微博至没电关机

记者赶到医院见到了么
么，她正在护士的指导下，在病
床边活动，看到记者，她笑了起
来：“没想到发个微博会收到这
么多网友关注， 谢谢你们的关
心。” 她的笑脸并没有持续多
久， 阵痛袭来， 她疼得额头冒
汗，直接跪倒在床边。

等她躺回床上， 她开始露
出微博控的一面：“老公， 把手
机给我，我要发微博……”

么么刷微博直到下午2点，
手机被刷得没电关机了。

入产房前
叮嘱老公给手机充电

26日下午2点30分， 么么
被推进产房，进去之前，还不忘
叮嘱老公帮忙给手机充电。

3点左右，小家伙终于出来
了， 虚弱的么么催促旁人给宝
宝拍照，在休息一阵后，么么发
出了带宝宝图片的微博：

“下午3:09小家伙终于出
来了！儿子一枚，正好7斤，白白
净净还有个小酒窝。 痛死为娘
了。卸货的感觉真好！未卸货的
宝妈们加油了！@Hi都市报”

么么的直播引来不少网友
的祝福，从开始的“母子平安”，
到后来的“宝宝真可爱”，让么
么觉得受宠若惊。“没想到我的
微博会引来这么多人关心，我
只想把我生活的点滴都记录在
这里，跟大家来分享。”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李慧 张岚

她是@Hi都市报微博50万粉丝中最淡定的准妈妈

产床上疼得冒汗，不忘发微博直播

1116条微博， 这是截至
2014年2月26日17：30么么微博
的微博数， 一千多条微博记录
了她与丈夫相识相恋， 结婚生
子。

2011年6月26日， 么么发出
第一条微博：“同事说：长沙是一
座充满幸福感的城市。” 也是这

一年，她和丈夫文涛相识相恋。
“我老婆是个十足的微博

控，从怀孕起，基本上每天都在
微博‘交代’最新情况，这也成
了我们沟通的一个平台！”文涛
说，“她怀孕那阵子， 特别喜欢
偷拍我做菜，甚至给她洗脚，我
都不好意思了。”

长沙市第八医院妇产科主
任、主任医师刘莉丽介绍，产妇
在阵痛时通过刷微博等方式转
移注意力，以减轻疼痛，有一定

道理， 但一定要在有人监护下
进行， 因为产妇随时可能出现
突发状况，如果没人监护，加上
产妇自身不注意，极易出危险。

本报2月26日讯 一周之
内，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却收
治了两名因醉酒昏迷被紧急送
往医院救治的13岁男孩。 该院
专家提醒， 青少年尚处在身体
发育阶段， 醉酒对脑部的发育
影响很大。

同学聚会，男孩豪饮白酒

日前，13岁的男孩秦涛（化
名） 因醉酒导致昏迷被同学送
到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急救。
他的同学说， 秦涛为了在同学
面前争面子， 喝了约一斤半左
右的白酒， 饮酒后不久就不省
人事了。

由于饮酒量太大，秦涛经历
了5个多小时的抢救后才苏醒。

亲人聚餐，舅舅劝外甥喝酒

13岁的刘正海（化名）是长
沙一所中学的初一学生， 平时

滴酒不沾，周末时，众多亲戚欢
聚一堂， 席间刘正海的舅舅端
着白酒对刘正海说：“来， 小男
子汉，干了这一杯！”周围的亲戚
边笑边劝，于是，从未喝过酒的
刘正海一仰脖子，喝下了人生当
中第一杯白酒，接着又喝下了第
二杯……一个小时不到，喝了四
两白酒的他不省人事，所幸及时
送医很快苏醒。

青少年喝酒对大脑危害大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重症
监护病房的张小佛副主任医师
提醒， 青少年神经系统处于发
育关键阶段， 摄入较多酒精对
记忆力、注意力、判断力、机能
及情绪反应都有严重伤害。

建议家长和长辈不要用成
人的一些不良习惯如吸烟、饮
酒去误导孩子。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朱文青

舅舅劝酒，13岁外甥四两白酒下肚后晕倒
医院一周连收两名醉酒少年

本报2月26日讯 “前
一天认识的朋友， 第二天
人家给我打招呼， 可我已
经不认得他了。”近一年多
来， 市民李先生记忆力极
差，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
上了失忆症， 而原因竟是
他嗜酒30年导致脑萎缩所
引发。目前，他正在省第二
人民医院酒瘾网瘾科接受
治疗。

45岁的李先生称自己
从15岁起开始饮酒，至今已
有30年“酒龄”，每天要喝一
斤白酒。前二十多年，身体
一直健康，这几年健康状况
连连。去年还曾被家人强制
送到医院戒酒瘾。

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
网瘾科医生周霞峰介绍，李
先生现在的健康状况非常
差，肝硬化晚期，白血球和
血小板的数值偏低，而喝酒
导致的脑萎缩，造成了记忆
力下降。

让李先生最为困扰的
是，因为这失忆症，做生意
的他出了不少乌龙，而医生
却告诉他，这病没法治。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李琪
（王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
元）

可以刷微博转移注意力，但要在有人监护下

… 故事背后

1116条微博记录恋爱结婚生子全过程

2月26日，@中国之声的新浪官方微博也发出
类似事件的图片： #看图#�手机快要成为世界上最
好的替代麻醉的药了……

… 相关新闻

30年
他每天一斤白酒
男子嗜酒导致脑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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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2月26日，湖南省地矿医院，雷超超顺利生下一子，亲人第一时
间拍下合影，随后她传上微博与粉丝分享喜悦。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