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空调、喝冷饮、吃西瓜……对长沙市民而言，降温消暑总
离不开这些经典招数，但从健康角度出发，这些消暑方式是否可
取呢？

万科城社区诊所朱医生告诉记者，冷饮大量进入体内，会刺
激人体的肠胃功能，造成如血管收缩，黏膜缺血等症状，“一些肠
胃功能本就不强的患者，可能会呕吐、腹痛、腹泻。”

此外，他还表示，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尤其是患有心血管
疾病的老人，冰饮除了会导致胃部不适，还可能引发心绞痛等疾
病，“所以即使是夏天， 也不建议老人和肠胃功能较弱的市民大
量饮用冰饮。”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他提醒，饮用冰饮需要适量，在暴晒或
运动后，人体降温、汗干后再适量饮用会更合适。

吃冰饮消暑，莫让肠胃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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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午，25岁的洪
先生参加一场马拉松运动会
引发热射病，倒地不醒，出现
肾、肝功能的急性衰竭，被急
救车送往长沙市第四医院急
诊科抢救。

“在送医院的路上，患者
一直昏迷，呼吸指标非常差，
每一两分钟还会呕吐一次。”
该院急诊科主任黄艳介绍，
患者到急诊科抢救时， 体温
高达39.5℃，抽搐厉害，且血
压偏低。 医生一边立即给予
物理降温等治疗， 一边组织
心血管内科、 肾内科、 神经
内科等专家会诊， 制定救治
方案。

经过60分钟的紧急抢
救， 洪先生生命体征逐渐平
稳，目前在急诊ICU进一步康

复治疗中。
长沙还没有到酷暑天气，

为何会出现热射病？黄艳解释，
对于像洪先生这样长跑运动
者，平时身体健康，运动中可以
正常排汗， 但是受到天气因素
的制约，身体在耐力跑过程中，
散热功能受到影响。“原本正常
人身体是37℃， 但散热功能失
常，体温升高至39.5℃，脏器功
能也一直在这个环境中超负荷
运动，从而导致热射病。”她建
议市民在运动过程中注意补
水，运动适量，千万别硬撑。耐
热能力较差、 身体疲劳或患病
者，不宜参加运动，避免发生中
暑。 运动时出现比较疲惫的状
态，最好暂停运动，到阴凉处至
少要休息15分钟左右， 或直接
结束运动。

气温的骤然升高， 似乎
也在宣告，长沙开始进入“夏
季模式”。

市场上，西瓜、榴莲等当
季水果大量上市， 价格开始
走低，销量直线上升。此外，
街头流行的软饮店也开始推
出各类吸引人的冰饮， 不少
价格不低的“季节特供”商品
则到了下午就出现断货。

应季水果大量上市
价格应声下跌

5月16日一大早，在陈家
渡农贸市场附近， 陆续有市
民拎着买好的菜往回走。三
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在这
些清晨采购归来的消费者手
上，几乎都拎着或已切好，或
是整个的西瓜。

在松叔鲜生万科城店，
西瓜被堆在了入口的显眼位
置。“就这两天开始降价的，
现在是每斤2.98元。”该店店
员说， 西瓜已成为这周的最
畅销水果单品， 会按照顾客
需求将“大块头”的瓜切成二
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后再称
重，一天能卖出几百斤。

而在长沙市开福区竹山
园附近的几家水果店内，西
瓜的零售价更低至1.98元至
2.6元之间。店主称，因为售价
便宜， 如果消费者要求切块
装盒， 需要收取1元包装费。
据了解，就在上周，西瓜的零
售价格还维持在每斤4元左
右。这也意味着，价格下跌了
25%至50%。

此外， 在本月初售价还
维持在25元至29元一斤的榴
莲，随着市场供应量的增大，
价格也开始应声下跌。 在长
沙国金中心负一层的OLE精
品超市内， 金枕榴莲的售价
已降为每斤15.9元。 而如绿
叶水果等连锁品牌， 也开始

推出4斤59.8元的优惠价格。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一些

新鲜上市的夏季水果即使降
价，“身价”依然不低。在凯乐国
际小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内，
市民黄小姐购买了刚刚上市的
荔枝。“花了25.7元， 一共就15
颗左右吧，还是挺贵的。”她说。
而该店老板则称，“现在已经降
价了，上周要卖到每斤40元。”

街头冷饮冰饮花样多
销量直线上升

除水果外， 年轻消费者喜
爱的奶茶、 水果茶店也开始使
出浑身解数来吸引消费者目
光。

在黄兴南路步行街， 销售
水果茶为主的果呀呀就推出了
“季节限定”产品“桃桃”和金菠
萝，售价分别为27元、28元。5月
15日下午，记者在该店内看到，
排队买单、 等待出品的消费者
已经将店内挤得满满当当。

“这是限量供应的，来得晚
就没有了”，店员介绍，由于需
要使用当季水果如水蜜桃进行
制作，如果原料用完，那么，该
单品在当天的销售也将随之结
束，“一般就卖到下午”。

在悦方ID�Mall、平和堂五
一广场店、7�Mall等商场内，以
草莓、 牛油果等水果为主要原
料的水果茶、 酸奶也是新品不
断。 如主营鲜榨果汁的几个果
子， 就推出了凤梨芒果苹果等
为原料的混合果汁。此外，在经
历了冬季的淡季后， 如马迭尔
冰棍、 爱茜茜里冰淇淋等店铺
的客流也开始多起来。

记者注意到，与奶茶、咖啡
等饮品“可热可冰” 的制作不
同，上述水果茶、果汁均为只有
冰品可以选择。采访中，各店店
员纷纷表示， 冰饮的销量比热
饮高出不少， 尤其是推出的季
节新品。 ■记者 朱蓉

刚进入5月中旬，多家医院热射病患者陡增

长沙持续“蒸烤模式”，防中暑有妙招
高温“催热”消暑商品
冰饮销量直线上升

若发现自己或他人中暑
时，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要迅
速离开高温的环境， 选择阴
凉通风的地方休息， 注意周
围的空气必须是流通的，能
有足够的氧气供给。 若有围
观人群，应立即驱散，然后让
患者平卧、揭开其衣服，迅速
用冷水打湿毛巾， 或打湿患
者脱下的衣服擦拭患者的身
体降温。 假如患者恢复了意
识， 可以适当给患者喝冷盐
开水或其他清凉饮料， 以补
充水分和盐分， 若高烧40℃
左右持续不下， 出现昏迷症
状者， 请立即送至医院进行
抢救治疗。

高温环境下尽量避免作
业，特别是11点-15点，这个
时间段的阳光最强烈， 发生
中暑可能性很高， 最好等气
温回落后再继续工作； 注意
休息，定时补充电解质（含有
盐等矿物质成分），及时补充
随出汗而丢失的盐分。

高温天气， 家中老人切
莫因心疼电费而舍不得开空
调，以免发生中暑；有基础疾
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要有家
人的陪伴， 提前准备好遮阳
伞、帽子、扇子、毛巾等，平时
要常备十滴水、仁丹、风油精
等防暑降温药品， 以备不时

之需。

5月15日，参加完一场马拉松比赛后，25岁的洪先生患上热射病，在长沙市第四医院接受治疗。 通讯员 杨芳 供图

才到5月中旬，长沙市就有市民患上热射病了，肾肝功能急性衰竭，情况非常危险。25岁
的洪先生长跑后进了医院；54岁男子工地干活没做防暑防护，突发热痉挛；六旬老人因病长
期卧床，天热未及时降温，导致出现热射病……最近长沙开启“蒸烤模式”，中暑高发季来袭，
记者从长沙市多家医院了解到，中暑的患者近几天陡增，市民要小心提防。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芳 刘增粮 汤雪

中暑患者
不要让众人围观

长沙65岁的程阿姨（化
名） 因脑出血留下后遗症，3
年多来一直瘫痪在床， 子女
因工作忙碌， 将其暂时放到
养老院照顾。 最近长沙气温
高达32℃， 养老院没统一开
空调， 老人主要依靠风扇和
蒲扇度日。

5月16日下午4时许，程
阿姨被前来探望的子女发现
昏倒在床上， 然后紧急送往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抢
救。入院时，她血压很低、呼
吸急促、体温接近40℃，考虑
为热射病， 现正在该院急诊
重症监护室（EICU）抢救，因
中暑严重， 不排除程阿姨有
肾脏损伤的可能。

5月16日16时， 湖南省

气象局发布2018年首个高温
黄色预警， 预计24小时内长
沙、湘潭、株洲等多地将出现
35℃以上的高温天气。“这种
时候，最容易出现中暑病人。”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医师袁锋介绍，中暑可分为
非劳力性中暑和劳力性中暑，
像程阿姨这种属于非劳力性
中暑， 主要是在高温环境下，
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引起散热
减少而引发的，一般长期卧床
的病人、产妇、襁褓幼儿等，最
容易成为这类中暑高发人群；
还有一种是在高温环境中活
动过久， 没有采取避暑措施，
内源性产热陡然增加，出现了
中暑，一般以民工、环卫工人
等高温作业者较多见。

马拉松跑步后进了ICU

养老院内有老人热出病

延伸

医生提醒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