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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合刊·游泳

问题 1
� �孩子救上岸第一步就是让孩子把水吐出

来，怎么做？
朱杰：救助者一腿跪地一腿屈膝，将溺水

者腹部置于屈膝的大腿上，使孩子头部下垂，
然后拍其背部使口咽部及气管内的水排出。
排水处理应尽可能缩短时间，动作要敏捷，如
果排出的水不多， 绝不可为此多耽误时间而
影响其他抢救措施。

如果判断溺水者呼吸、心跳已停止，在保
持呼吸道通畅的条件下， 立刻进行口对口人工
呼吸和胸外心脏按摩。 人工呼吸在最初向溺水
者肺内吹气时必须用大力， 以便使气体加压进

入灌水萎缩的肺内，尽早改善窒息状态。在现场
抢救的同时应迅速请医务人员到场参与抢救。
问题 2
� � � �孩子被救上来时嘴唇发紫或苍白、 呼吸
缓慢或停止、刺激后无反应，脉搏摸不到，心
前区无跳动感， 需要做人工呼吸， 具体怎么
做？ 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朱杰：让患儿仰卧，解开颈部领扣，用手
抠出口腔和咽部异物，如呼吸道内有污水、血
块或呕吐物等堵塞，应设法将其吸出，使气道
通畅。

抢救者一手托住其下颔， 使头部充分后
仰，避免舌头后坠，保证气体进入呼吸道内；

另一手捏住其鼻孔，自己深吸一口气，将口紧
对着患儿口内用力吹进， 即刻可见患儿胸部
鼓起，然后将口离开并放松鼻孔。

此时，患儿胸廓会自动下陷而呼出气体。
如此反复，连续进行，每分钟吹气 20次左右。

若孩子年龄小，频率可稍快，但每分钟不
应超过 40次，一直到自主呼吸恢复为止。

只要动脉有搏动，散大的瞳孔有收缩，就
有希望复苏。 每次吹气量不宜过大，以使患儿
胸廓及腹部稍抬起为度， 过大可引起孩子肺
泡破裂。
问题 3
� � � �当孩子心跳、脉搏有停止迹象的时候，还

需做胸外心脏按压？具体怎么操作？用多大的
力气？

朱杰：将溺水儿童仰卧于硬板或平地，在
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的同时， 抢救者先将左
手掌平放在患儿心前区，右手握拳，锤击左手
背数次，以使心脏复跳。

力量强弱则根据孩子的大小而定， 若是
大孩子，用的力量也应大一些。

抢救者一手掌或双手掌置于胸骨下段
（相当于两乳头的水平中央处），将肘关节伸
直，有节奏地向脊柱方向进行适量的压迫动
作， 用力不可过猛， 以防造成肋骨骨折、气
胸、肝脏破裂等并发症，每分钟 80 次左右。

4 月 28 日，湘乡市育塅乡大桥学校 4 名女
生私自到湘乡市石狮江流域育塅乡松岳村地
段下河游泳，不幸意外溺水身亡。

5 月 11 日，东安县大盛镇林角村 3 名小学
生到邵阳市白仓镇新华村一水塘玩耍时溺水
身亡。

5 月 21 日， 邵阳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2
名学生在资江双清公园河段玩水时溺水身
亡。

5 月 24 日，4 名男童在新邵县龙溪铺镇下

源水库游泳时不幸溺亡，出事的孩子有 3 名是
新邵县龙溪铺镇坳头学校的小学生。

5 月 25 日，邵东县廉桥镇天台山水库 2 名
小孩游泳溺水身亡。

5 月 28 日，衡南县二中 5 名学生结伴到学
校附近湘江衡南车江段游泳，高一学生张某不
幸被水冲走。

6 月 15 日，娄底市华建学校 3 名初三男生
在经济开发区涟水河畔游玩时溺水，抢救无效
身亡。

不会游泳的：
立即屏住呼吸等待上浮

自己不熟悉水性意外落水， 附近又无人救
助时，首先应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手脚乱蹬拼命
挣扎，这样只能使体力过早耗尽、身体更快地下
沉。

正确的做法是：落水后立即屏住呼吸，踢掉
双鞋，然后放松肢体等待浮出水面，因为肺脏就
像一个大气囊，屏气后人的比重比水轻，所以人
体在水中经过一段下落后会自动上浮。 当你感
觉开始上浮时，应尽可能地保持头部后仰。只要
不胡乱挣扎，人体在水中就不会失去平衡。

你的口鼻将最先浮出水面， 可进行呼吸和
呼救。 呼吸时尽量用嘴吸气，用鼻呼气，以防呛
水。 只要能维持口鼻略浮出水面能进行呼吸和
呼救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试图将整个头部伸出
水面，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对于不会游
泳的人来说，将头伸出水面是不可能的，这种必
然失败的作法将使你更加紧张和被动， 从而使
整个自救功亏一篑。

当救助者出现时，只要理智还存在，绝不可
惊惶失措去抓抱救助者的手、腿、腰等部位，一
定要听从救助者的指挥，让他带着你游上岸。否
则不仅自己不能获救，反而连累救助者的性命。

触目惊心的失去

会游泳的：
勿慌张选择正确的方式

会游泳的人发生溺水多是遇到了意
外，手足抽筋是最常见的，主要是下水前
准备活动不充分、水温偏冷或长时间游泳
过于疲劳等原因。

小腿抽筋时会感到小腿肚子突然发
生痉挛性疼痛， 此时可改用仰泳体位，先
用单手抓住患侧的大拇趾朝背部方向牵
拉，然后按捏患侧腿肚子，即可缓解，若手
腕部肌肉痉挛，可将手指上下屈伸，另一

只手辅以按捏即可。
经过长时间游泳自觉体力不支时，可改为仰泳，用手足轻轻划水即可使口鼻轻

松浮于水面之上，调整呼吸、全身放松，稍作休息后游向岸边或浮于水面等待救援。
在湖泊之中游泳，由于对水情不熟悉被水草缠足，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下，迅

速将缠足的水草解脱，然后循来路退回，不可继续深入。 而在江河之中游泳，有时会
遇到巨大的漩涡，此时应以最快的速度沿其切线方向游离漩涡中心，而千万不能采
取直立踩水姿势以防被强大的漩涡吸入水下。 万一被卷入水下，也应在入水前深吸
一口气争取以潜泳在水下奋力一拼，此时顽强的求生意识是你获救的唯一希望。

在水里：
切忌直接用手拉落水者

对神志丧失的落水者，如果可能的话，可以
游过去，使其面朝上并救至岸上；但要小心水流
是否太急。 如果水很深， 请找一条船去救落水
者。

对神志清楚的落水者，用棍子、桨、绳子、毛
巾或附近的船将其救上岸。

切忌用手直接去拉落水者， 除非你游泳不
错，否则的话，落水者会把你拖入水中，并抱住
你不放。 这样的话，两个人都有丧生的危险。

只有在您受过水中救助训练时， 才可以去
下水救助落水者。

上了岸：
第一时间急救至关重要

解开其颈部领口，取俯卧位，腹部垫
高或横置于救护者屈曲的膝头上， 头下
垂并侧向一边。 抢救者以手压其背部，迅
速进行倒水，也可起到人工呼吸的作用。
同时，由另一人挖清溺水者口鼻内泥沙、
污物，将舌头拉出。 水倒尽后取仰卧位作
口对口呼吸。 若同时有心跳停止，还要进
行胸外心脏按压抢救。

溺水者苏醒后给他喝些姜糖水或浓
茶。 一般溺水者会在苏醒后 15 分钟到 4
天内出现严重肺水肿和肺炎， 故仍须送
医院。

【急救问答】

短短 49 天，湖南有 19 名学生野外游泳时
溺水身亡。 连续发生的悲剧给全省大中小学生
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要认为“灾难不会发生在
我身上”，自己应该为自己的安全负起责任来，
不能再把老师和家长的谆谆教诲当耳边风。

我们发现， 事发点都是野外的河流和水

库，这些河段水下情况复杂，不仅仅是青少年，
成年人在这种环境下野浴也是十分危险的。 一
旦遭遇湍流或深坑，极容易发生溺水。

而避免溺水的最好方法， 就是杜绝野浴，
远离河边。 不要受他人的撺掇而同去，身边有
人去野浴应努力劝阻。

孩 子 救 上 岸 后 如 何 应 对 ？

防 溺
小 知 识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

防溺水“六不”

牢记
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 ；
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
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 ；
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

正确施救
同伴落水我不怕，立即报警和求救。
岸上船上莫惊慌，镇定自若找工具。
搭救伙伴靠智慧，自身安全最重要。

防溺知识要牢记

中国医科大学急诊急救中心主任 朱杰

【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