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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人员被坍塌的建筑
物掩埋！” 离医疗队营区1公里
的工厂发生坍塌， 有大量人员
被垮塌建筑物埋压。 前方指挥
部指示湘雅医院国家卫生应急
移动医疗救治中心立即派出医
疗小分队， 深入现场配合武警
官兵执行营救任务。

这样“紧急”的一幕，发生
在12月19日上午， 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国家卫生应急移动医疗
救治中心医疗一队在集训营地
开展整体实战群体多发伤事件
应急救援演练场上。

10点25分， 演练培训正式
开始。坍塌现场，一名26岁的胸
腹部联合伤男性患者伤情危
重， 超声显示其有大量腹腔积
液，并有肝脏脾脏破裂，需实施
紧急手术。 手术组医护人员严
阵以待， 在患者抵达手术室帐
篷后便立即投入到“战斗”中。
此外， 医疗队还为一名颈椎骨
折并怀疑血气胸患者进行了简
单固定后， 将其送入病房帐篷
接受胸腔闭式引流。 针对其他
骨折患者， 队员们为大家进行
包扎固定后还开展了拍片检

查。10点50分， 演练顺利结束。
据介绍， 此次演练分为医疗小
分队现场救治、 模拟伤病员现
场检伤分类和集中救治、 紧急
手术、 医疗队队员及伤病员就
餐、网络故障、供电故障等7个
科目。

据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国家卫生应急移动处置中心医
疗队是按照国际Ⅲ级医疗队标
准，结合湘雅特色，精心打造的
一支功能齐全、装备先进、保障
完善、运行高效的国内外重大突
发事件现场紧急医学救援队。

从12月11日起， 该医疗队
一队开始了为期10天的全脱产
集中演练培训。 通过理论学习
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熟
悉灾难救援流程， 并以大型地
震为模拟场景， 医疗队已开展
了应急响应、现场指挥、现场紧
急救援等整体演练。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应急办
主任石国勇透露， 经过一年多
的努力， 医疗队各项准备工作
已经就绪，任务将涉及全球 。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佘丽莎 罗闻

本报12月19日讯 漂亮的
水晶橡皮泥捏出的艺术品；使
劲拍打会变成固体， 松开手就
变成液体的“非牛顿流体”……
今天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井圭
路小学举行第二届创客节活
动。

十余种项目“点燃”创意

活动现场， 负责科技表演
的老师将一块“神奇”的物品丢
进纸箱，“砰”地一声，一个白色
大烟圈从纸箱里蹦出来， 并逐
渐地上升、变大，学生们都看呆
了。

“这和我们上课的时候看
到的完全不一样！”五（3）班的
汤婷告诉记者：“原来-196℃
的液氮这么神奇！”

万能创意键盘等10余个创
客项目在学校操场上集中展
示，1383名学生按年级顺序全
部参与到创客节活动中来 。
“3D打印好神奇啊！”在3D打印
笔展区，学生们如同拥有了“神
笔”，一个个化身小马良；动手
“钻木取火”体验一把原始人的
创客……每个项目展示位前都
被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

“小学阶段开展创客教育
主要是通过模仿制作， 把自己
天马行空的创意变成现实，激

发孩子兴趣， 培养创客思维。”
井圭路小学负责创客课程的老
师贾晓旭说。

创客教育将“遍地开花”

“创客教育集创新教育、体
验教育、 项目学习等思想为一
体，目前，全国已有600余所中
小学引入了创客教育课程。”长
沙市教育科学院信息教研员黄
文斌介绍， 井圭路小学是长沙
创客教育的“带头人”。

2015年，面对创客教育理
论、教学及活动组织方法、课程
开发等“一片空白”的状况，井
圭路小学联合深圳一家企业，
建成湖南省首家小学校园创客
空间。校长邹虹介绍，虽然推出
时间不长，但学校创客大讲堂、
创客节等大型活动参与率
100%，学生的创客作品还多次
获奖。

这只是长沙探索创客教育
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让学生
人人成为创客”的教育理念，已
融入到新的教育发展方向之
中。“目前， 创客教育多由学校
自发开展。 长沙共有10余所小
学建设了‘创客实验室’，部分
学校正开展课题研究， 今后将
慢慢普及。”黄文斌表示。
■见习记者陈舒仪记者黄京

本报12月19日讯 一封特
别的来信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
事。昨日，长沙理工大学土木学
院院长收到一个浅红色的、盖
着济南邮戳的信封， 寄信人是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临床学院教师高燕鲁。这
是她写给长沙理工大学土木学
院2016级哈萨克族学生马拉
提·塔尔道的感谢信。

7月7日， 高燕鲁出差到广
州的广东药科大学开会。 从广
州沙面区乘坐地铁回番禺区广
东药科大学旁的酒店， 出地铁
站时已是凌晨， 陌生的街道上
空荡无人， 她也完全不认识回
酒店的路。正在这时，与高老师
一同出站， 到广州访友的长沙
理工大学学生马拉提·塔尔道
和他的同学发现了高老师的窘
态，热心地帮她联系了出租车。
为保证高老师安全， 他又拍了
车辆照片、加高老师微信，并嘱
咐她回酒店就发信息报平安。

看似平凡的帮助， 饱含着
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
信任、互相帮助的情谊，令高老
师感动， 她在信中说：“这么耐
心、细致、善良、仗义助人的年
轻人太令我感动了！”知道高老
师特地为此事写了感谢信来，
马拉提·塔尔道很意外：“出门
在外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我遇到困难， 也希望有人
能主动帮忙。 虽然现在科技这
么发达， 但是有人关心帮助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科技便利代
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温
暖。”

■通讯员 李潇玲 记者 黄京

本报12月19日讯“医生，
快救救我的孩子！ 他吃了一包
脱氧剂。”18日上午， 因为不识
字， 宝宝的奶奶将药盒里的脱
氧剂当成益生菌， 给刚出生三
天的宝宝服下，家人发现后，赶
到将宝宝送到长沙市中心医院
就诊。目前，宝宝的情况良好，
仍在医院接受观察。

事件：误将脱氧剂当益生菌

宝宝被送到医院时， 父母
手里攥着一包脱氧剂。 宝宝的
父亲介绍，孩子出生才满三天，
当天9点左右，奶奶喂服益生菌
时，由于不识字，不慎将益生菌
药瓶里的脱氧剂当成药物喂给
了宝宝，这可急坏了家人。

入院后， 长沙市中心医院
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先拆开脱
氧剂做了测试， 发现里面是黑
色的铁粉， 遇水后没有产生气
泡和热气，“试了没问题， 才放
心给宝宝洗胃， 洗胃后宝宝的
生命体征平稳， 但仍需观察其
是否有胃肠道不良刺激反应。”

“如果宝宝奶奶喂服的是
干燥剂或防腐剂， 有可能会灼
伤口腔或食道、胃肠粘膜，后果
会很严重。”长沙市中心医院新

生儿科主任王团美介绍， 脱氧
剂不同于干燥剂， 一般脱氧剂
没有多大毒性， 少量误服不会
引起什么副作用的， 特别是食
物包装里面的脱氧剂毒性更
小。脱氧剂放在食品袋中、药品
瓶里一起密封包装， 主要用以
去除袋中残留氧，防止食品、药
品变质。

提醒：发现误食应及时就医

王团美提醒， 家长在看管
好药物的同时， 更要看管好自
己的孩子， 对于家中备有的降
压药、降血糖药、抗抑郁、助眠、
抗菌等各类大人服用的药物及
咳嗽药水等， 尽量放在孩子拿
不到的地方。在喂药时，要仔细
核对药名、药量、服用方法，也
应向家中老人说明药物的注意
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新生
宝宝不会主动性呕吐， 不当的
催吐甚至可导致宝宝窒息缺
氧，一旦发现宝宝误服时，应及
时送往医院， 还要将错吃的药
物或者药瓶带上， 让医生了解
情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祝立平 高琳

吃了文化亏！脱氧剂误当益生菌喂孙子
出生才3天的宝宝被赶紧送医院洗胃，目前情况良好

湘雅医院国家应急移动救治中心医疗队开展演练
救援队将赴全球执行营救任务

小学生玩转科技，争当“创客”达人

一封写给哈萨克族小伙
的感谢信
用行动诠释友善

12月19日上午，长沙市井圭路小学第二届创客节活动上，学生们用手掌拍打体验“非牛顿流体实验”。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