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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随着炎热夏天的到来，孩
子们穿得很少， 而猫狗受天气
影响容易狂躁， 因此小孩被猫
狗抓伤、咬伤的事件时有发生。

2013 年 6 月 27 日，河北邯
郸市人王某(女，29 岁)领其 3 岁
半的女儿李某到大连高新园区
梁家沟内一工地的小卖店内购
买水喝， 母女二人刚进入商店
的院内， 突然从围挡的院内蹿
出一条黑色藏獒，将李某的脖子左侧咬住，孩子母亲
等人急忙用砖头、木棍驱打，藏獒被打跑后，商店服
务员马上联系商店主人的哥哥驾车将李某送到大连
附属第二医院，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6 月 29 日上午，江苏省扬州市春江路上也上演
惊险一幕：随同父亲下车看狗的 6 岁男童，竟被一只
小藏獒和小狼狗追着咬，腿部受伤。

另据媒体报道，今年 6 月，在北京、四川等地先
后发生多起人被藏獒扑咬事件。

专家提醒：即便是自家宠物也应该提高警惕，防
止被伤害。

可以亲密但别无间
1、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在猫、狗

进食、 睡觉或情绪不好时去逗
弄它们， 不要拉扯猫、 狗的尾
巴，不要扯它们的毛、揪它们的
耳朵，不要骑在狗的身上，这些
行为都有可能激怒它们， 家长
看到后应及时制止。

2、在宠物哺乳、睡觉、吃东
西时，不要去逗它们。

3、亲近宠物要正确表达自

己的友好态度， 如轻拍小狗的后背
或抚摸它，而不是拍它的头或前额。

4、在路上被狗追时，不要惊慌
乱跑，否则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一旦被狗、猫咬伤如何处置
1、 就地冲洗 一旦被狗、 猫咬

伤，一定要做好现场救护。 凡被狗、
猫咬伤，千万不要急着去医院，而应
立即就地、彻底冲洗伤口。

2、清洗彻底 由于狗、猫咬的伤
口外口小，里面深，冲洗时，尽量把伤口扩大，让其充
分暴露，并用力挤压伤口周围软组织，涂抹肥皂，冲
洗水量要大、 要急， 最好是对着自来水龙头急水冲
洗。

3、伤口不可包扎 除个别伤口大，又伤及血管需
止血外，一般不上任何药物，也不要包扎，因为狂犬
病毒是厌氧的，缺氧情况下，狂犬病毒会大量生长。

4、注射疫苗 被猫狗抓伤咬伤后，必须在 24 小
时内注射狂犬疫苗。

夏日郊游 小心蛇出没
1、蛇咬人大部分在腿部或足部，所以要穿高帮

鞋或长裤。
2、 在山上或草木茂盛地可以用木棍“打草惊

蛇”。
3、 可以到医院开雄黄带在

身上。
4、蛇活动受天气影响，雨前

雨后要注意蛇出洞。
5、在山林地带露营时，可在

地上撒石灰、雄黄，可以有效防
蛇。睡前和起床后应检查有无蛇
潜入。

惨了！
要赶紧去打预防针。

B
两年多前，安徽滁州某中学高三学

生张全(化名)接到朋友宋家祥电话，邀
请他和陈海兵、袁伟一起去赌博。 不料
赌友们早已设下毒计，将其绑架后勒索
30万元赎金。 赎金没拿到，歹徒一怒“撕
票”，少年命丧荒山。

2013 年 3 月 20 日， 滁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对该起
绑架杀人案的首要罪犯宋家祥验明正
身，执行死刑。 据宋家祥等三人交代，结识张全后，发现其出手阔绰，并了解到
其家中经商，经济条件优越，遂将其锁定为目标……

暑假来临，炎热的天气也无法阻止学生们外出休闲的脚步，休闲中人身财
产安全的保护十分重要，那么学生们该如何防止被盗、被抢、被骗，如何防止意
外事故发生呢？

少找“清净”防抢劫
抢劫事件多发地点是放学后校园周边小路、深夜公园、小胡同、居民区等

人烟稀少地段。
劫匪通常会对被害人进行暗中观察，尤其在事主提取存款后，容易被犯罪

分子“盯”上，进行尾随，行至人迹稀少处，趁事主不备实施抢劫。
防范措施：（1）、不外露或向人炫耀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单独外出不宜带

过多的现金。（2）、外出尽量结伴而行。（3）、不要独自到行人稀少、阴暗、偏僻的
地方，避开无人之地。（4）、尽量避免深夜滞留在外或晚归。

如何应对校外滋扰
面对校外滋扰事件，同学们既

要坚持以说理为主， 不要轻易动
手，同时又要注意留心观察、掌握
证据。（1）、提高警惕，正确看待，慎
重处置。（2）、充分依靠组织和集体
的力量，积极干预和制裁违法犯罪
行为。（3）、注意策略，避免纠缠，防
止事态扩大。（4）、自觉运用法律武
器保护他人和保护自己。

不要炫耀贵重物品

C
D

2013 年 2 月 27
日， 湖北省襄阳老河
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
发生一起因拥挤引起
的踩踏事件。 事件造
成 11 名学生受伤，其
中 4 名重伤学生经抢
救无效死亡。

2013 年 6 月 20
日， 英国足球明星贝

克汉姆现身同济大学， 因现场围观大学生过多，现
场秩序失控导致发生踩踏事件，造成现场维持秩序
的三名民警、两名学校安保人员软组织挫伤，另有
两名学生受轻微伤。 随后贝克汉姆取消交流活动转
身离开，只给粉丝留下一个背影，以及满地狼藉。

……
校园踩踏事故，发生过程何其相似，都是学生

下课后大批拥挤下楼，前面学生跌倒，后面学生没
有发现，导致推挤踩踏。

教育部三令五申要重视学生安全工作，对防范
学生踩踏事故更是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那么学
生在上学或者外出时，一旦遇到拥挤踩踏，该怎么
办呢？

遭遇拥挤怎么办
发觉拥挤的人群向着自己行走的方向拥来时，

应该马上避到一旁，但是不要奔跑，以免摔倒。
如果路边有商店、咖啡馆等可以暂时躲避的地

方，可以暂避一时。
切记不要逆着人流前进，那样非常容易被推倒

在地。 若身不由己陷入人群之
中，一定要先稳住双脚。

切记远离店铺的玻璃窗，
以免因玻璃破碎而被扎伤。

遭遇拥挤的人流时， 一定
不要采用前倾或者低重心的姿
势，即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贸
然弯腰提鞋或系鞋带。

如有可能， 抓住一样坚固
牢靠的东西，例如路灯柱之类，
待人群过去后， 迅速而镇静地

离开现场。
脚下要敏感些，千万不能被绊倒，避免自己成

为拥挤踩踏事件的诱发因素。
当发现自己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马上要停下

脚步，同时大声呼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
若被推倒，要设法靠近墙壁。 面向墙壁，身体蜷

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
位。

如何能心理镇定
在拥挤的人群中，一定要时时保持警惕，不要

总是被好奇心理所驱使。 当面对惊慌失措的人群
时，更要保持自己情绪稳定，不要被别人感染，惊慌
只会使情况更糟。

已被裹挟至人群中时，要切记和大多数人的前
进方向保持一致，不要试图超过别人，更不能逆行，
要听从指挥人员口令。

发扬团队精神，因为组织纪律性在灾难面前非
常重要，心理镇静是个人逃生的前提，服从大局是
集体逃生的关键。

发生拥挤踩踏如何急救处理
踩踏事故发生后， 迅速拨打 120、110 电话呼

救，抢救受伤人员。 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有关部门
报告。

快速疏导现场人员。 学校要利用一切有效手段
迅速疏导现场人员， 让学生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
禁止无关人员滞留现场，防止有人故意制造恐慌气
氛，避免再次发生事故。

紧急救护伤者。 一方面报警等待救援，另一方
面在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前，要抓紧时间用科学的方

法开展自救和互救。
在救治中， 要遵循先救重伤

者、老人、儿童及妇女的原则。 判
断伤势的依据有：神志不清、呼之
不应者伤势较重;脉搏急促而乏力
者伤势较重;血压下降、瞳孔放大
者伤势较重;有明显外伤，血流不
止者伤势较重。

当发现伤者呼吸、 心跳停止
时，要赶快做人工呼吸，辅之以胸
外按压。

被挤倒尽量面向墙
严重中暑可淋冷水

炎炎夏日， 高温天气常常让人吃
不消，人体容易突发不适。 尽管如此，
平日课业繁重的学生们也不愿放弃这
个难得的暑假， 就算是三十几度的高
温也别想阻止他们外出活动的脚步。

因此， 学生和家长有必要掌握如
何避免高温下身体突发不适， 和一旦
高温下身体突发不适如何应对的相关
知识。

抽搐时防咬舌头
应急措施： 在遇到急病发作的病

人时，除了紧急拨打 120 求助外，第一
时间的应急抢救措施也十分重要。

心脑血管疾病———应立即松开病人领扣，头和身体偏向一侧，以保持呼吸
道畅通。 同时，要避免强行搬动病人，尤其要注意头部稳定，一旦遇到呼吸停跳

等危急情况，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对
延长病人的生存机会极其有利。

抽搐———多种急病都会导致病人
发生抽搐症状。首先应将患者平卧，头
部偏向一侧， 以防止舌头后坠堵住气
管，并使口腔内分泌物自动流出，以防
分泌物和呕吐物进入气管发生窒息。

同时为防止病人抽搐时咬伤舌
头，可用筷子或手帕、毛巾放入患者口

中一侧。 在病人手脚及全身抽动时，应防止碰伤。
对发热痉挛者可用物理降温的方法。

外出遇中暑咋办
应急：（1）喝水。大量地出汗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外出活动，尤其是远足、爬

山或去缺水的地方，一定要带够充足的水。 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带些水果等解
渴食品。（2）降温。 外出活动前应该做好防晒的准备，最好准备太阳伞、遮阳帽，
着浅色透气性好的服装。（3）备药。可以随身携带一些
仁丹、藿香正气水等防中暑药品，以缓解轻度中暑引
起的症状。

措施：（1）对中暑症状较轻者，应当离开高温环境
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喝冷开水降温。（2）对中暑症
状较重的，应将患者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冷湿毛
巾敷头部，用冷水擦身体。（3）对严重中暑者，可以用
冷水冲淋或在头、颈、腋下、大腿根部放置冰袋迅速降
温。 如中暑者能饮水，则应让其喝冷盐开水或其它清
凉饮料，以补充水分和盐分。（4）病情严重的，要立即
送医院治疗。 中暑

全国发生多起藏獒伤人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被猫狗咬伤用水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