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难得见到一个如此全面
的孩子！”提起秦文静，熟悉她的
老师赞不绝口。

学习成绩优异自是不必说，
难得的是秦文静的兴趣爱好相当
广泛。因为酷爱英语，她自学英语
教程， 在全国希望之星英语风采
大赛、 全国青少年英语能力大赛
等比赛中获奖， 还通过了伦敦圣
三一学院的GESE�7级的英语考
试；她还特别喜欢音乐，多次在学
校的活动中担任独唱、 主唱、领
唱， 被省内多位专业歌唱家誉为
“最美童声”；绘画也是她的强项，
她的主持功力也非同一般……

除了综合素质全面， 秦文静
还有着一颗热忱的公益心。 从小
学开始， 她每年都会到福利院去
开展各项志愿服务、 积极参与各
种公益活动。 她用努力向大家传
递着满满正能量。

特写

湖南40人获评
最美中学生、中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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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5日讯 34岁
的詹蓉是省儿童医院急诊综
合内科的一名护士， 也是一
名手绘画高手。近几天，她画
了一组有关H7N9禽流感的
漫画， 提醒市民禽流感并不
可怕，但做好预防很关键。

据介绍，2003年护理专
业毕业后， 詹蓉来到省儿童
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丈夫是
疾控部门的一名检验技师。
因为老公工作的缘故， 她了
解到近期H7N9禽流感疫情
来势比较凶，但是可防可控，
市民没必要恐慌。而实际上，
有些市民对禽流感了解并不
多， 于是她想着用漫画来展
示什么是禽流感。

詹蓉说， 通过漫画的形
式，看起来更直观，市民更容
易接受。上周三，她趁着下班
回家休息的时间，开始琢磨怎
么能把这幅科普漫画画好。

“总共花了大概两天时
间，看起来还不错。”詹蓉笑着
展示她精心设计的漫画，画面
上有俏皮卡通医生形象，也有
让人生畏的病毒，当然也有更
有生动形象的提醒。

预防禽流感该怎么做？
漫画中先是一幅男子在跑步
机上锻炼的画面， 提醒大家
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 接着
是一口煮沸的热锅里面放着
一根鸡腿， 提醒大家吃禽肉
蛋类要煮熟煮透。 詹蓉还特
别提醒， 鸡鸭肉蛋并非不可
吃，蛋一定要煮熟后再食用。

“禽流感并不可怕，大家
不必要过于恐慌。”詹蓉提醒
说，H7N9可防可控， 市民要
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 做好
一系列的预防工作。（关注本
报微信公众号， 可完整查看
这组科普漫画）

■记者 李琪

本报2月15日讯 “爱心大
使”、“最美童声”、“绘画金奖”、
“英语希望之星”……将如此多标
签集于一身的， 是长沙市南雅中
学初三年级1426班的秦文静同
学。近日，在由团中央学校部、全
国学联秘书处等单位共同举办的
2016年度全国“最美中学生”“最
美中职生”寻访活动中，这个漂亮
活泼的“00后”女孩获评“最美中
学生”。今年，我省共有40人获评
“最美中学生”和“最美中职生”。

据了解，该活动在全国寻访产
生近千名“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
生”，并最终产生“最美中学生标兵”
“最美中职生标兵”各10名。湖南有
40名学生入选，其中来自安化县职
业中专学校的宁颖获得了全国“最
美中职生标兵”的称号。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恋

本报2月15日讯 省儿童
医院重症监护室一科， 来自益
阳的赵碧正（化名）忍着眼泪，
在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 这是一张确定放弃治疗女
儿天天的单子， 两个月大的天
天因患上捂热综合征， 多个器
官衰竭，他只能无奈放弃治疗。

天天并不是个例， 从去年
冬天到今年春天， 已经有多名
孩子因为穿太多或被子盖太
厚，导致患上捂热综合征。省儿
童医院专家表示， 如今取暖设
备先进，不建议给孩子穿太多，
尤其初春是乍暖还寒的时节，
家长尤其要提高警惕。

患捂热综合征
两月大婴儿多器官衰竭

如果孩子没有患病， 赵碧
正感觉自己的家庭特别幸福，
因为一对双胞胎女儿可爱极
了。2月13日凌晨， 家人发现双
胞胎姐姐天天有些异常， 原本
要吃夜奶的她， 整个晚上都非
常安静。

等家人意识到不对劲的时
候， 天天已经在被子中大汗淋
漓，而且皮肤已经发紫。家人赶
紧将她送往益阳当地的医院。
在前往医院的途中， 天天出现
了抽搐的症状， 而体温已经达
到41℃。

在当地医院， 医生进行了
紧急处理， 发现孩子多器官功
能损伤。在医生的建议下，当天
晚上8点多，孩子被送至湖南省
儿童医院。

“根据孩子的状况，考虑是
捂热综合征。”该院重症医学一
科副主任医师杨梅雨在与孩子
家人的询问中了解到， 天天当
晚睡在大人中间， 三人盖着一
床大被子， 孩子头虽没有埋在
被子里，但依然被热出病来。

杨梅雨表示， 捂热综合征
又称“婴儿蒙被缺氧综合征”，
是由于过度保暖、 捂闷过久引
起婴儿缺氧、高热、大汗、脱水、
抽搐昏迷乃至呼吸、 循环衰竭
的一种冬季常见急症， 每年11
月至次年4月为发病高峰期，多
见于1岁以内的婴儿，特别是新
生儿。 病死率高达18-19%，生
存下来的患儿也会留下不同程

度的继发症状性癫痫、 中枢性
瘫痪、智能低下等后遗症。

天天的肝脏、心脏、肾脏等
重要脏器以及凝血功能等都出
现了严重损伤， 尤其是大脑受
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 捂热综
合征一般会在72小时内呈现病
情逐渐加重的趋势， 孩子随时
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今天凌晨1
点，考虑再三后，家人选择放弃
治疗。

入冬以来，多名孩子
因捂热综合征住进ICU

无独有偶。来自湘西自治州
的3个月大的男婴关关， 也被诊
断为捂热综合征，目前正在省儿
童医院重症医学一科病房救治，
虽然孩子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
是大脑功能损伤严重。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样，
如果可以， 我愿意替儿子受这
个罪。”关关的妈妈、刚满21岁
的邓女士止不住地流泪， 自责
不已。她说，过年期间她们一家
三口回到湘西老家， 乡下比较
冷，她怕孩子冻着，特意买来了
厚厚的保暖衣给孩子穿上，睡
觉的时候都不敢脱， 还加盖了
两床被子。

2月3日晚， 关关枕着邓女
士的胳膊很快入睡了。到4日凌
晨1点左右，孩子开始不停地哭
闹，还出现了高烧、呼吸急促等
情况。 家人把孩子送到当地医
院，后又转诊到省儿童医院，被
诊断为捂热综合征。 虽然经过
积极救治， 关关暂时脱离了生
命危险， 但是他的大脑严重受
损， 脑功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
改变， 后续康复的效果也可能
不太理想。

“我们不想放弃，不管孩子
以后怎么样， 我们都会担着。”
邓女士说， 老公原本在长沙工
地开塔吊， 孩子出事后也没有
去上班，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为了帮孩子治病， 她正在四处
筹钱。

“入冬以后接诊的捂热综
合征孩子比较多。”杨梅雨医师
表示， 已经有多名孩子因器官
衰竭被放弃治疗， 目前还有几
个孩子在ICU进行抢救治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佳琦

因过度保暖、捂闷过久而引起冬季常见急症

初春乍暖还寒，多名婴儿“捂”进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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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的患儿中，年龄大都
在6个月以下，无一例外是孩子
与父母同睡，盖厚重的被子，有
的甚至是大人睡熟后， 被子蒙
住了头。” 杨梅雨医师强调，很
多家长不知道“捂热”对孩子的
影响，才频频发生悲剧。

杨梅雨医生表示， 现在大
家的生活条件不错， 有很多取
暖的措施。 不建议让小孩与大
人同睡、同盖一床被子，尤其不
要睡在大人中间， 这样不利于

孩子散热。她提醒，切忌不要让
被子蒙住孩子的头， 本身散热
不良又缺氧会引起孩子惊厥。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家
长要注意及时给孩子加减衣服，
以免对孩子造成健康影响。一旦
孩子在睡眠时出现高热、大汗淋
漓、呼吸急促或不规则、脸色发
灰、口唇及指甲发青等呼吸衰竭
症状，应及时送往儿童专科医院
治疗，以免贻误病情，给孩子造
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提醒

初春乍暖还寒，家长千万别大意

好有爱，护士用漫画教你读懂H7N9
省儿童医院护士以手绘漫画的形式告诉市民什么是H7N9以及如何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