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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 永州63岁的
郑爹爹，因为多器官衰竭被送入湖
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RICU）。差点让他丢了命的“元
凶”，是一种名叫“恙虫”的小虫子。

医生提醒， 野外游玩时需当
心，记得涂抹驱蚊药，衣服要穿长
袖，尽量扎紧袖口、领口及裤脚口，
同时不要随便坐在草地上。

上个月，身体一直硬朗的郑爹
爹突然开始发烧，最高体温达到了
40℃。因为病情恶化，多器官功能
衰竭，被送往省人民医院RICU。

医生发现老人脚踝处有几处
小焦痂， 得知他经常从事野外劳

动，与草地频繁接触，考虑是恙虫
病。通过基因检测，发现老人体内
的恙虫病东方体。“元凶” 找到了，
对症治疗后，老人各器官功能逐渐
恢复，昨日顺利康复出院。

RICU主任李建民介绍， 恙虫
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于夏秋
季节。 患病后潜伏期为5到20天，体
温会迅速上升达到39到40度， 伴有
寒战、头痛、四肢酸痛、颜面潮红、结
膜充血等症状，常在腹股沟、腋窝、胸
部、下背部和臀部找到焦痂和溃疡，
可引起多器官衰竭，严重者可危及
生命。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谢燕芝

李建群 实习生 孟凡佳

本报7月24日讯 既可以
实施紧急手术， 又相当于一个
移动ICU病床。今日，三湘都市
报记者从省人民医院获悉，被
视为“生命之舟”的“移动ICU”
救护车落户“上岗”，成为院前
急救的又一“利器”。

17日， 长沙一名急性心肌
梗死并心源性休克的患者，需
要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
治疗。 省人民医院急诊ECMO
小组成员火速赶往患者所在医
院， 并为其成功实施ECMO安
装术。随后，通过“移动ICU”转
运至省人民医院。目前，患者情
况稳定。

“危重病人在送医或转院
过程中， 运送是最薄弱的环
节。”该院急诊科主任韩小彤介
绍， 相较于常见的救护车，“移
动ICU”是一辆集全智能移动重
症监护、胸痛快速诊断、急诊抢
救、创伤手术、灾害应急救援、
航空转运对接、 空地一体化救
援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急危重症
救护医疗车， 相当于一台移动
的手术室和ICU病床。

一旦遇到重大人员伤亡的
突发事件和急危重病人， 急救
可以延伸到现场， 医护人员能
第一时间在“移动ICU”上对病
人实施多种急救措施和紧急手
术，并通过远程传输将患者各类
数据传回医院。医院的医生能实
时掌握尚在转运途中的患者病
情及到院时间， 形成院前急救、
院内急救“绿色通道”无缝对接，
为抢救患者生命争取时间，为患
者的安全多上了一道“保险”。

此外，“移动ICU”救护车还
能使急危重症患者在各级医院
之间实现无缝对接转运， 进一
步缩短救治时间， 提升救治能
力。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维夏 肖慧英
实习生 孟凡佳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4～
25日， 湖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
阵雨， 其他地区以晴热高温天
气为主；26日至28日受高空槽
和中低层低涡切变共同影响，
湘西、湘北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累计雨量普遍有 70～130毫
米。其中，常德、怀化、邵阳西
部、 益阳西部累计雨量160～
220毫米；安化、沅陵、溆浦累计
雨量300毫米以上。

据悉， 此轮强降雨演变过
程为：26日强降雨从湘西北开
始发展，湘西州、张家界、常德、
益阳、岳阳、怀化、娄底西部、长
沙西部有大雨， 其中新晃、芷
江、麻阳、慈利、桑植、常德全
境、南县、沅江、华容、岳阳市

区、临湘有暴雨。
27日强降雨范围扩大，怀

化、邵阳西部、湘西州南部、常
德南部、益阳、娄底西部有大到
暴雨，其中溆浦、辰溪、中方、洪
江、会同、靖州、通道、绥宁、洞
口、隆回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8日强降雨区有所北移，
怀化中北部、邵阳西北部、娄底
西部、常德、张家界东部、湘西州
东部、益阳西部和北部、岳阳西
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沅陵、辰
溪、溆浦、安化、桃源有大暴雨。

29日强降雨明显减弱，过
程趋于结束。 湘北还有小到中
等阵雨或雷阵雨。 30日至8月2
日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热高温
天气为主。

本报7月24日讯 进入夏季，
温度升高，蚊虫肆虐，美食诱惑、皮
肤出油增多等都会诱发市民的皮
肤问题，尤其是自我防护意识较弱
的婴幼儿， 更容易诱发皮肤炎症；
另外夏季的小龙虾、冰激凌等食物
很容易贪嘴多食，造成过敏炎症或
者出油过多导致“青春痘”泛滥。

7月24日，长沙市中医医院皮
肤科专家针对几项夏季多发的皮
肤问题，详细释疑。

22日傍晚，家住长沙县的胡女
士带5岁的女儿在小区散步， 回家
后发现孩子一直挠胳膊和小腿，没
想到次日清晨起床孩子的胳膊和
小腿有大片红斑和水疱，到医院就
诊原来是得了虫咬性皮炎。

长沙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
任医师王青介绍，虫咬性皮炎是夏
秋季节的常见皮肤病， 儿童与婴幼
儿是主要受害人群。孩子若被叮咬，
会出现红斑、丘疹、水疱等炎症。

提醒家长要注意保持孩子的
个人及环境卫生，平时勤换和勤晒
衣被， 被虫咬后也要对症用药，如
果出现局部糜烂、溃疡等，应及时
送医。有些特殊人群，比如糖尿病
病人被蚊虫叮咬后要及时处理，以
免伤口难愈、皮肤溃疡。

家住长沙县的小王今年刚参
加完高考，青春洋溢的他却有一个
困扰已久的烦恼———“青春痘”。像
小王这样的学生，最近医院皮肤科
门诊还接诊了不少。

“青春痘”是痤疮的俗称，又叫
“粉刺”。“不少年轻人喜欢去挤痘，
但痘痘里的含菌脓液会污染到周围
皮肤影响其他毛孔，导致感染传播，
痘痘便越挤越多。”王青告诫说。

“青春痘” 出现后可以求助皮
肤科医生， 用激光杀菌减轻炎症，
以免病情越来越严重。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通讯员 粟青梅

明起又有强降雨，防汛面临两线作战
洞庭湖区仍处高洪水位 省级专家组助力湖区防汛抢险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6日至28日省内又将有一次强
降雨过程，与前期多雨地区高度重叠，湖区高洪水位仍将
持续， 我省防汛工作将面临湖区及山丘区两线作战的局
面，防汛形势不容乐观。省水利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切
实做好水工程防守确保度汛安全。

省内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6月28日以来，我省连续发
生强降雨过程， 受其影响及长
江来水共同作用， 洞庭湖区大
部分、 四水干支流部分站点水
位超警甚至超保。7月24日8时，
洞庭湖区仍有17个水文（水位）
站超过警戒水位。

省水利厅指出，目前，洞庭
湖区仍维持高洪水位，防汛形势
严峻，水工程防守保安任务艰巨。

省水利厅要求， 各级水利
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当前防汛工
作的组织领导， 统筹流域性洪
水防御和局部暴雨山洪防范工
作，全面履职尽责，以水工程防
守为重点，落实各项措施，确保
安全度汛。

洞庭湖区各级水利部门要
按照地方政府的安排，采取各种
措施，组织、督促、指导巡堤查险
抢险等工作； 继续加密巡查，发
现险情及时科学组织抢险，强化
专人值守、重点盯防，做到抢早、
抢小、抢了，确保堤防安全。

各地要高度重视强降雨过
程防范，加强监测预警研判，突
出水库、水电站防洪保安工作，
预报强降雨区域内的水库特别
是小型水库， 要落实专人24小
时巡查盯防， 发现险情及时组
织抢护， 并按预案落实相关措
施，避免险情演变为事故。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栩 通讯员 刘乐

突出水库、水电站防洪保安工作

女童满腿水疱 夏季皮肤病别疏忽

被虫子咬一口，老人差点丢了命
提醒：夏季野外游玩时要当心

“移动ICU”来了!�救护车上可做紧急手术

救护车内急救设备齐全，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手术室和ICU病床。 通讯员 张维夏 肖慧英 供图

本报7月24日讯 今日16
时， 洞庭湖控制站城陵矶水位
34.46米， 超过警戒水位1.96
米。自7月4日18时城陵矶站达
到警戒水位32.5米以来， 洞庭
湖已维持高洪水位20天。面对
严峻的汛情和复杂的防御态
势，省水利厅及时派出省级技
术专家组，赴湖区指导、协助防
汛抢险。

周永强是联系岳阳市的省
级技术专家组组长。20日上午，
他听说华容县梅田湖镇友谊村
存在两处白蚁漏洞隐患， 当即
带领专家组赶赴现场， 认真分
析研究，迅速制定方案。经过一
天的不懈努力， 隐患终于初步
排除。专家组匆匆吃过晚餐后，
又迎着夜色来到华容河， 打着

手电筒继续检查堤防运行情
况，直到22时后才下堤。

向朝晖是联系益阳市的组
长。 专家组紧扣当地堤垸防守
这个“牛鼻子”，对堤垸逐个进
行巡查和排查， 一旦发现问题
及隐患，要求当场着手整改。连
日来， 专家组已对25个堤垸进
行了实地检查， 并妥善解决了
发现的问题。

负责联系常德市的专家组
组长沈宏晖， 接到通知第一时
间赶赴“战场”。专家组先后对
澧南垸堤防及存在跌窝、管涌、
滑坡等险情的牧马洲等多处重
点险工险段进行了险情抢护技
术指导，及时排除了隐患风险，
切实保障了一方安澜。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尹卓

省级专家组助力湖区防汛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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