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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梅枝， 主任护师， 硕士生导
师。 湖南省脑科医院护理部主任、
“151” 护理学科带头人、 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 中华护理学会专家库成
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副秘
书长、 湖南省护理学会精神科专委会
主任委员、 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护理
心理专委会副主委、 湖南省心理咨询
师协会护理心理委员会副主委。

护理专家

李梅枝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璐） 10 月 11 日晚
7 点，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出口处， 一个清
秀的 10 岁小女孩， 手捧鲜花和一幅她特
地绘制的图画迎接她的妈妈———中国 （湖
南） 第 21 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员、 湖
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何奕。
当晚， 在非洲工作 15 个月的中国 （湖南）
第 21 批援塞医疗队乘机抵达黄花国际机
场。 至此， 该批队员圆满完成任务， 全部
平安归来。

中国 （湖南） 第 21 批援塞拉利昂医
疗队共 20 名队员， 其中有 19 名医护人
员， 分别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湘雅二
医院、 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长沙市四医院等医院。

自 2019 年 6 月抵达塞拉利昂以来 ，
医疗队员们克服条件艰苦、 设备药品短缺
等困难， 承担了所在中塞友好医院的主要
诊疗任务， 开展了大量新技术、 新手术，
累计诊治患者 21740 人次， 完成复杂手术
近 300 台， 开展多种检验 34781 人次， 开
展临床培训带教医疗护理人员 374 人次。

塞拉利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医疗
队所在中塞友好医院为塞方卫生部确定的
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 全体医疗队
员坚守阵地， 超期服役， 同非洲人民勇敢
地战斗在一起， 在医疗救治、 院内感染防
控、 防控知识培训、 防护物资捐赠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借鉴国内新冠肺炎诊疗
经验， 医疗队队员与受援医院医务人员一
起治愈了 72 名新冠肺炎患者， 为 19 位重
症或特殊患者提供治疗技术支持， 14 名患
者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杨文 程杰） 10 月 10 日第 29 个
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 一场主题
为 “弘扬抗疫精神， 护佑心理健
康” 的宣传活动在长沙举行， 湖
南省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科普月
活动正式启动， 在进行心理健康
科普宣传的同时， 心理专家还在
校园内开展咨询义诊， 就心理健
康知识和精神卫生问题为师生们
答疑解惑。 活动启动当天， 湖南
省脑科医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 与湖南大学签订医校联动合
作协议， 开通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转介 “绿色通道”， 保障学生心
理健康。

大学生心理状态处于未完全
成熟的阶段， 且背负着学业、 生
活、 情感、 就业等多方面压力，
使得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比较
突出。 湖南大学心理健康中心数
据显示， 近 5 年来， 该校接待学
生心理咨询次数连续保持 30%以
上的增长。

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王枭冶
表示， 这次医院与湖南大学合
作， 将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的转介、 诊断、 治疗合作关系，
被诊断为可能存在严重心理问题
或疑似精神障碍的学生， 将邀请
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专家来校进行
心理评估， 并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与相关治疗工作。 如有需要， 开
通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快速处理
绿色通道， 优先为大学生提供就
诊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段佳艺 ）
“妈妈， 今天军训结束后， 我们还
学了一门 ‘救命’ 术叫 ‘心肺复
苏’。 以后， 只要是第一时间遇到
心跳呼吸骤停的病人， 就可以救
他的命了， 这是我入学后第一大
收获。” 10月 10日， 17岁的湖南
工程学院 2020级新生李冬梅给邵
阳的妈妈打电话报喜。

当天上午 ， 湖南工程学院
2020 级六千多名大学新生， 在完
成军训汇报表演后， 齐聚学院南院
区操场， 分成 5个方阵， 接受了湘
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专家的公
益教学。 专家们先后传授了 “徒手
心肺复苏、 气道异物解除、 自动体
外除颤、 徒手止血、 毒蛇咬伤的现
场救治” 等操作技能。

进入人体模型演练时， 同学们
十分踊跃。 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今年 19岁的新生包世杰深有感触

地说： “我以前认为治病救人就是
医生的事情， 脑子里从来没有自救
与互救的概念， 没想到我们这些学
生也能当救护员救人， 以后要尽可
能地把这些日常中都很有用的急救
技术传授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
参与急救公益行动。”

20 余名急救专家进行了 2 个
多小时的急救知识讲授， 通过人
体模型 “一对一、 手把手” 的演
练教学、 现场耐心答疑、 医护标
准示范气道梗阻解除、 发放科普
资料以及情景剧表演等联合施教，
使大部分新生较好地掌握了 “心
肺复苏” “气管异物” “蛇伤六
步救、 毒蛇种类辨别” 等基本急
救技能， 与全国 42 个城市的数
万民众一道， 共同参与了第十一
届 “全国自救互救日” 湘潭站的
活动， 深化了今年 “公共卫生应
急防范” 的活动主题。

第十一届 “急救白金十分
钟———全国自救互救日” 湘潭站的
活动， 由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
该院急诊急救专家胡艳娟教授介绍，
心搏骤停 4分钟内， 抢救成功率约
为 50%； 心搏骤停 6分钟内， 抢救
成功率约为 10%； 超过 6 分钟后，
成功率仅为 4%； 超过 10分钟， 抢
救成功率几乎为 0。 而在黄金救护
时间内， 急救车和专业救护人员往
往无法赶到， 第一目击者才是最佳
“救命” 人。 数据表明， 我国每 10
秒钟就有 1人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
我国训练有素的 “第一目击者” 不
到 1%， 加强公众的现场救护知识
和技能培训迫在眉睫。

第一目击者才是最佳“救命”人

湘潭六千大学新生共学“救命”术

湖南省启动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科普月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丽玲 石荣） 近
日， 气温下降明显， 给很多嗜低温的病毒
提供了 “作案” 的机会。 10 月 8 日， 从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了解到， 近期儿
科门诊呼吸道疾病患儿增长明显， 为了防
止流感病毒 “秋后算账”， 该院医生建议
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该院儿科主任薛亦男解释， 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传染性极高， 按其
病原体不同， 感染人的病毒类型可分为
甲、 乙、 丙三型， 尤以甲型多见。 在每年
流行季节中， 儿童流感罹患率约为 20%-
30%； 在某些高流行季节， 儿童流感年感
染率可高达 50%左右。

薛亦男强调， 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
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且药物预防不能代
替疫苗接种。 因流感病毒的毒株容易发生
变异， 因此建议每年都接种当年类似流行
的流感毒株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