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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2020年9月15日 星期二 广告

公司野外团建，和一群马蜂“狭路相逢”

23人被“蜇”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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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同事不小心被马
蜂蜇了，没过多久，一大群
马蜂聚集了过来，黑压压的
一片，太吓人了！”如今正在
宁波市中医院皮肤科住院
的一位女士回忆起那一幕，
依然心有余悸。

这位女士是上海某科
技公司员工，几天前，她和
公司全体同事来到宁波奉
化山区团建，没想到在返回
途中的一条山路上，遭遇到
了大群马蜂围攻。这个蜂
群里，每只马蜂身长3-4厘
米，场面十分凶险。

这个公司参加团建的
70多人中，有23人被不同
程度蜇伤，患者均出现伤处
红肿疼痛情况，部分患者还
有口唇麻木、头晕、胸闷不
适等全身症状。被蜇伤后，
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救护
车，并立即将伤者送往宁波
市中医院进行抢救。

宁波市中医院接到任
务后，立刻通知中医外科蛇
伤中心，陈宁刚主任带领蛇
伤中心团队赶到医院参与抢
救，同时急诊医护人员做好
患者的病情初判、引导及安
置等工作。经过2个多小时
的救治，部分患者在急诊室
留观后出院，两名患者因病
情较重收治入院治疗。目
前，一名患者已于昨日出院，
另一名重伤的女士各项指标
也趋于正常，很快就能出院。

宁波市中医院蛇伤中

心副主任医师胡致恺提醒：
“野外出行时，一定要留心
观察周围环境，如发现有蜂
巢或马蜂出没，应立即远
离。”在这次群伤事件中，据
一位受伤员工介绍，他们第
一次经过那条小路时就发
现有零星几只马蜂在飞，但
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如果
当时即刻远离，换一条路
线，也许就能够避免这次意
外的发生。

“肇事者”马蜂。通讯员供图

眼下不少公司都喜欢组织员工团建，几天前，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组织员工到奉化山
区团建，没想到和一群马蜂“狭路相逢”，最后导致23人受伤。

急诊医生上班途中
抢救脑出血患者
“第一时间急救”比送医院更重要

本报讯（记者 陆麒雯）9月13日早上，
余姚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郎良军骑着一
辆共享单车前往医院上班。途经念圣桥时，
他注意到桥对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还有人
躺在地上。出于职业敏感，他前往查看。

躺在地上的是一位老年男性，该男子
颈部脉动消失，呼叫也没有反应，郎医生判
断为突发呼吸心跳骤停，若不及时救治，随
时可能死亡。当时，已经有热心人在做急
救。郎医生冲上前去：“让我来吧！”

救护车未到达现场之前，郎医生跪地
持续地为老人做着心肺复苏。没多少时
间，他已满头大汗。“我怕因体力不支影响
按压效果，其间就指导旁边的热心市民短
暂替换一下。”救护车赶到后，随车医生和
郎医生默契配合，继续不间断地给老人进
行心肺复苏。在医院抢救室内，郎医生又
协助抢救室医生快速展开相应急救。

在郎医生和同事们接力抢救约半小时
后，老人渐渐恢复了心跳，大家终于舒了一
口气。郎医生将患者病情与抢救室医生交
接后，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等他空下来，还是惦记着那位患者的
病情。当时，这位61岁老人的家属都已经
赶到医院。经过头部CT检查，结果显示
脑动脉瘤破裂导致脑出血，引发了突发呼
吸心跳骤停。

郎医生在与家属沟通中了解到，此前
患者本人和家属完全不知道脑部还有这么
一个“定时炸弹”。“如果能及早发现，也许
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一幕了。”郎医生提醒，
宁波即将入秋，气温骤降，心梗、脑梗的患
者增多，上了年纪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人尤
其要多加注意。

“一旦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病人，第一
时间急救比送医院更要紧，我们急诊医生
宣传的‘白金10分钟’至关重要。”在急诊科
工作16年之久的郎医生深知这一点。

“在野外尽量穿长袖，戴
帽子，但要避免穿戴深色或
表面粗糙的衣帽，另外要避
免使用香味浓烈的化妆品、
香水等，可以喷一些防蚊药
水。”胡医生介绍，如不慎被
马蜂攻击，应注意以下几点：
被蜂群攻击后，不要过分反
击，找安全地方蹲下，用衣物
遮蔽重要部位，避免激惹蜂
群；多数马蜂蜇人后，不会把
刺留在人身上，但也有少部
分马蜂会留刺，因此，被蜇伤
后要首先检查伤口处是否有
毒刺残留。如果有毒刺残
留，应该用手或者镊子拿出
来；如果附近有干净的水源
的话，马上用清水反复冲洗
伤口，并用手挤压伤口附
近，把毒液挤出；如果出现
发热、头晕头痛、胸闷、呼吸
困难、恶心呕吐等症状，应
及时就医。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陈君艳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