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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老鼠”钻进帽子炸伤6岁男孩耳朵 购买烟花爆竹一定要选正规厂家产品

春节放烟花悠着点，长沙这些地方禁止
日前， 长沙6岁男孩阳阳在父亲的陪伴下放烟花，不
料，火花一下子“
钻”到了棉袄的帽子里，并在耳朵处“砰”
地一下燃爆了，结果炸伤了耳部。医生提醒，烟花爆竹虽
能营造喜庆气氛，但背后的安全和健康隐患不容小觑。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谭粤湘 高琳

2月13日下午5
点45分， 直升飞机
载着从郴州转运的
主动脉夹层患者 平
稳地降落在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急诊楼
的直升机坪。这是今
年春运开始以来湘
雅医院接诊的第 二
例空中救援转运患
者，这趟特殊的“春
运” 直升机航班，打
通了让生命平安回
家的航线。
通讯员 曹璇绚 摄

【事件】 6岁男孩被烟花炸伤耳朵
2月11日早上，陈先生带着
儿子阳阳在楼下空坪玩烟花，
阳阳在点燃一种名叫“地老鼠”
的烟花后， 烟花在瞬间飞快旋
转，其中一个小火花“嗖”的一
下就“钻” 到了阳阳右侧帽子
里，并在他右侧耳朵处“砰”地

一下燃爆了。
经医生检查， 阳阳除了右
侧耳廓皮肤被烫伤，还有右侧
颈部的皮肤也有不同程度的
损伤。所幸无大碍，不过是否会
引起孩子右耳听力下降， 医生
表示还要继续观察。

【提醒】 儿童燃放烟花要注意安全
“每年春节，儿科都会接诊
一些听力损伤或听觉迟钝的小
患者， 其中大多数和爆竹噪音
有关。”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副
主任医师曾津介绍， 鞭炮在燃
放时所产生的噪音高达90分贝
以上，甚至超过100分贝。一些
地方过春节时震耳欲聋的鞭炮
声连续不断，对老年人、儿童、
婴幼儿的听力伤害最大，“闪光
雷”“电光炮” 等鞭炮产生的强
大声响， 甚至可能造成急性爆
震性耳聋、耳膜震破。
据湖南省儿童医院近年统
计数据显示，每年春节7天假期

都会收治30至50名因燃放烟花
爆竹受伤的小患者， 其中男孩
占78.79%， 女孩占21.21%；约
90%是眼部或手部外伤， 其余
的炸伤了头、脚等部位。
医生提醒， 不要给孩子选
购威力太大的烟花爆竹， 一定
要购买正规厂家的产品。 在小
孩燃放烟花爆竹时， 一定要有
成年人陪同， 并注意孩子的安
全距离，至少隔燃放地点3米以
上。如果遇上意外伤害，尤其是
炸伤眼睛、耳朵等关键部位，请第
一时间送医院处理，不要在家自
行处理，防止二次伤害。

【观察】 禁令施行后，烟花爆竹销售额明显减少
12日中午， 在开福区竹山
园街一家烟花爆竹售卖点，一
名老人正带着孙子购买小型烟
花，“小孩要玩摔炮，没办法，跑
了几公里过来买的。” 老人说，
长沙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最严
“禁燃令”以来，很多地方都不
再销售烟花爆竹。
“以前这个时候忙得手脚

不赢， 现在还可以闲下来聊
天。” 商户告诉记者， 今年许
可证下来后，按照往年经验一
次 进 了 10 万 元 左 右 的 货 物 ，
可是前来购买的市民明显减
少，销售额更是连去年同期的
一半 都 不 到 ，“卖 不 出 去 的 烟
花爆竹， 也不知道能不能退
货”。

链接

长沙这些地方禁放烟花爆竹
据了 解 ，《长 沙 市 人 民 政
府关于长沙市中心城区禁止
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规定， 从2018年1月1日起，长
沙市城区禁止和限制燃放烟
花爆竹。
其中， 国家机关、 新闻、教
育、科研、医疗等单位，车站、机
场等交通枢纽以及宾馆、 商场、
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为全年禁
止燃放区域； 长 沙 市南 三环 、
西三环、北三环、中青路、星沙
联络 道 、 滨 湖 路 、 黄 兴 大 道 围
合的城市区域为限制燃放区
域，除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至
次年正月十五每日6时至24时
（除夕和初一为全天）允许燃放

外， 其余时间段内一律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
长沙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如果违规燃放烟花，一经查实，
公安部门将依据 《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相关规
定，对违反《通告》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劝阻、教育和处罚，具体
罚款是100元至500元。 对不听
劝阻且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 依法实施行政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同时，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的， 相关
违法信息将纳入市公共信用信
息系统。

过年·健康

空中“春运”打通生命平安航线
307公里、4小时地面路程，直升机90分钟抵达湘雅医院
2月13日 下午 5 点 45 分 ，
直升飞机载着从郴州转运的
主动脉夹层患者平稳地降落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楼
的直升机坪，机上医护人员与
地面工作人员快速交接，将患
者从机上担架转移到医院ICU
进行治疗。这是今年“春运”开
始以来，该院接诊的第二例空
中救援转运患者。 此前，12日
下午，常德一肺衰竭病患以同
样的方式被紧急转移到该院
呼吸ICU进行深入治疗。

空中“春运”救病危交警
郴州的罗先生是一名交
警，2月12日，他突然感到胸部
发痛，这种撕裂般的疼痛迅速
扩张到他的整个胸背部。当地
医院诊疗发现竟然是主动脉
夹层这颗“不定时炸弹”。患者
病情危重，需要转入湘雅医院
进行治疗。
从郴 州 到 长 沙 近 307 公
里，时值春运期间，路面交通
压力巨大， 如果派出救护车转
运， 将耗费至少4小时的车程。
获知患者情况后， 湘雅医院立

即启动救援预案，第一时间对患
者情况进行评估，派出直升机与
医护人员赶往郴州现场接洽。

医疗“春运”保生命平安
下午4:25， 湘雅医院医务
人员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
接， 将患者送上飞机——
—机上
医疗配备齐全，包括呼吸机、吸
引器、除颤监护仪、注射泵等，相
当于一间小型
“
空中ICU”。
307公里、4小时的地面路
程， 直升机仅花费90分钟便抵
达了湘雅医院。下午5:45，飞机
平稳降落在停机坪， 湘雅医院
已做好场地安保工作， 保障直
升机安全起落； 早已等候在一
边的急诊科医护人员在李小刚
主任的指挥下，马上从机上接下
患者，送往胸外ICU进行急救。
“
在普通春运之外， 医疗春
运也不曾停歇，医护人员依旧坚
守岗位，用空中救援通道打通生
命航线。”湘雅医院副院长雷光
华教授介绍， 空中救援为危重
患者节约了时间，减少了路上的
颠簸，避免了意外伤害的发生。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曹璇绚

春节前后是脑血管疾病高发期
根据临床数据，春节前后
是脑血管疾病高发期，许多高
危因素的卒中患者发病人数
节节攀升，且发病人群呈年轻
化趋势。2月13日上午，湖南中
医附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周
德生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
出，春节期间，亲朋好友欢聚
一堂时，要特别注意脑血管疾
病的预防。

据周德生介绍，出血性脑
血管病，最常见的是高血压性
脑出血，其次是蛛网膜下腔出
血， 多由脑动脉瘤破裂导致，
还有一些少见的出血性疾病。
吸烟、饮酒、糖尿病、肥胖、血脂增
高均是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
春节期间要合理膳食，可
避免脑血管疾病其它诱因。”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消防安全
“
四大行动”》

吉首300余楼栋长
参加消防培训
近日， 湘西消防支队组织召
开吉首地区 高 层 建 筑 消 防 经 理
人、 楼栋长消防安全培训会，来
自全市 各高 层 建筑 的消 防 安全
经理人及楼栋长共300余人参加
了培训。
吉首大队副教导解厚江组织
参训人员学习了 《消防安全责任
制实施办法》，阐述了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提升消防意识的重要性。
特邀培训老师结合典型火灾
案例，利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解
了高层建筑火灾蔓延的特点、消
防设施的维护保养、正确使用等。
■通讯员 石敦华 黄锋

我省集中开展
安全警示宣传教育
2月13日，记者从省安委办获
悉，该委日前已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警
示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
求，2月10日至3月底， 在全省范围
内集中开展安全警示宣传教育活
动。期间，各级安委办应高度重视，
增强全民安全红线意识；强化措施，
大力开展安全警示宣传； 落实责
任，严格落实考核。
此外， 公安部消防局也发布
了冬季消防安全提示30条， 其中
包括冬季防火，家庭防火，工厂企
业防火，火灾报警和逃生，商场、批
发市场防火，电动车、安全燃放烟
花爆竹等几大类。
■记者 胡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