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这些非洲大蜗牛带

有这么多细菌，看到它们的

时候能不能踩死它们？卫

计局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尤

其是小朋友，看到它们千万

不要踩碎或者敲碎它，因为

踩碎了鞋子就会沾上这些

细菌可能带回家中，碎掉的

蜗牛也可能会招惹苍蝇等

传播病菌。

非洲大蜗牛煮熟后能食

用吗？“不能。”该工作人员表

示，它和福寿螺一样，都带有

广州管圆线虫（广东住血线

虫），广东住血线虫就也有可

能进入人体，寄生在人体中枢

神经或脑脊液中，可能引起结

核病、脑膜炎、脑炎等，危害极

大。

“网上有外地网友将非

洲大蜗牛带回家当动物养，这

样其实非常危险。”工作人员

表示，非洲大蜗牛身上有很多

黏液，带有各种细菌，特别是

小孩子接触或误食后果很严

重。不要因为好奇，去捕捉非

洲大蜗牛作为宠物饲养。不

能踩碎，日常市民应该怎么除

掉非洲大蜗牛？如果是在家

里发现少数蜗牛，可以利用家

中的食盐处理。蜗牛被撒食

盐后，软体部分会融化成水而

死。如果在小区发现数量较

多的，可以告诉物业进行处

理，专业杀灭病虫害的公司也

可以处理。

除掉蜗牛 不要踩碎可用盐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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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类人群是发生脑中风的

高危人群？李战辉表示，患有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房

纤颤的人群容易发生脑中风。

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脑中风正

呈现年轻化趋势。今年住院患

者中，最年轻的脑梗死患者是一

位26岁未婚男性。三、四十岁

中风住院的已是“平常”了！分

析原因可能与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有关，包括熬夜、抽烟、酗酒、

胡吃海喝和各种压力等有关。

无形中增加了“三高”的风险，

进而带来了脑中风的隐患。

李战辉提醒广大市民，中

风危害大，但中风是可以预防

的，同时预防的成本是最低

的。预防脑卒中，关键是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抽烟、少喝

酒、不熬夜，如果有血压、血脂、

血糖的异常要及时进行控制。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与控

制脑卒中呢？李战辉表示，早期

识别脑卒中非常重要，如果能早

期识别脑卒中迹象，在6个小时

内取栓才能有效避免瘫痪（个别

患者手术时间可延长至24小

时），能更大程度地挽救患者生

命，降低致死致残率。李战辉

说：“如果患者出现了FAST原

则中的症状，要立即拨打120
急救，尽快送到医院抢救，不能

采用网上流传的一些方法，不但

会耽误宝贵的救治时间，还会引

起其他的问题。”

据悉，今年以来省医南海

医院已实施12台急诊脑血管

介入治疗手术。李战辉说，“许

多患者都非常满意手术效果，

有一位患者的亲属为表达谢意

专门从台湾赶来给我们医院送

一面锦旗。”

社矫如春雨
润心细无声
案情回顾

通过司法所日常监管帮教，社区矫

正对象李某认识到过往所犯罪行的错

误，决心痛改前非，同时萌生贡献爱心意

愿。在了解到辖区有安置帮教对象家庭

困难，孩子在家读书炎炎夏日酷暑难耐，

冬季又湿又冷的情况后，主动提出为其

家庭捐赠一部空调的善举。李某赠送的

不仅仅是空调带来的夏日清凉、冬日温

暖，更是其融入社会的决心和期许。

自疫情发生以来，南海区司法局在

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的同时，鼓

励和引导社区矫正对象在做好自我防

护的前提下尽己所能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涌现出多名积极参与抗疫防疫志愿

服务和捐赠抗疫物资人员。

部门说法
《社区矫正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社

区矫正机构根据需要，对社区矫正对象

进行法治、道德等教育，增强其法治观

念，提高其道德素质和悔罪意识。”“对

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应当根据其个体

特征、日常表现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

其工作和生活情况，因人施教”。第四十

二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根据社区

矫正对象的个人特长，组织其参加公益

活动，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

本案中，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通过多

种形式有针对性地落实教育帮扶工作，

通过鼓励、引导和感化社区服务对象，提

升他们的法制、道德观念，增强其社会责

任感，如同春雨润万物，使他们将爱和善

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在抗疫期间社

区矫正对象能够结合日常自身接受的

教育和帮扶，尽己所能回馈社会。

相关链接
6 月 26 日~6 月 28 日，逢周五到周

日，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

办“学习《社区矫正法》”主题微信学法大

赛，参与游戏

答题有机会获

得微信红包等

丰厚奖品，详

情可关注“南

海普法”微信

公众号。

预防中风从健康生活开始
省医南海医院医生提醒，如血压、血脂、血糖异常要及时控制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近日，广东省人民医

院南海医院（即原平洲医

院，以下简称：省医南海

医院）成功救治了一名85
岁高龄脑中风患者。实

施介入机械取栓术后短

时内左侧肌力由0级恢复

至 3级，言语清晰。继续

治疗1周后已缓慢步行出

院。

据了解，脑卒中（俗

称中风）是由于脑部血管

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

造成血液循环障碍而导

致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

病，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

血性卒中，也就是百姓所

熟知的“脑梗死”和“脑

出血”。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省医南海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医师李战辉介

绍，我国脑卒中发病率是

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是导致居民死亡的主要

原因和成人致残的主要

病因。中风病人残障率

高达 75%，轻则影响生

活、工作，重症者遗留半

身不遂，甚至危及生命。

发生脑卒中需尽快到有

卒中中心的医院救治。

目前省医南海医院具备

国内外先进的静脉溶栓

和介入机械取栓等急救

关键技术和资质。

85岁阿婆突发卒中
医院成功取栓

6月 15日早晨，85
岁的潘阿婆和平常一样

起床，洗漱完后突发言

语不清，左侧偏瘫。约 2
小时后，潘阿婆的家人

将其送达省医南海医院

卒中中心。经诊断，阿

婆由于心脏病引起的血

栓脱落，堵住血管，导致

脑中风。定位在右侧大

脑中动脉主干闭塞，若

闭塞血管不尽快恢复血

流，将导致大面积脑梗

死，预后极差。

卒中中心迅速启动绿

色通道，取得家属同意后，

实施国际指南规定措施：

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桥接

机械取栓术。手术由神经

内科主任医师李战辉团队

共同实施。

何谓机械取栓术？

简单来说就是医生在病

人大腿根部开一个很小

的口子，把很细的导丝、

抽吸导管、折叠的支架等

介入器材沿着病人体内

的血管，一直送到病人脑

袋堵塞的血管处，或直接

抽吸血栓，或把支架穿过

血栓，支架的网眼就牢牢

地把血栓扣在一块后把

血栓完整的拿出体外。

如此，病人血管就得到完

整的开通，恢复血流，抢

救脑组织细胞。

2小时候，右侧大脑中

动脉完美再通。整个手术

过程顺利，短时内左侧肌

力由0级恢复至3级，言语

清楚。潘阿婆继续治疗1
周后已缓慢步行出院。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卢娇娇通讯员 陈倩莹

预防中风 从健康生活方式开始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战辉及其团队为病人实施桥接机械取栓术。 通讯员供图

利用FAST法
快速识别脑卒中

F
Face脸

指面部表情，如果

看到口歪眼斜，这是脑

中风发作的重要表现。

A
Arm手臂

如果患者无法顺利举

起单手或双手，或者单手或

双手无力、麻木而动弹不

得，这些迹象都是脑卒中早

期发作的非常重要的迹象。

S
Speech语言

患者说不出话，或

者说话含糊不清，这是

卒中重要标志。

T
Time时间

时间就是大脑，时

间就是生命，要立即拨

打120急救。

近段时间，桂城天气高温多雨，不少市民在雨后都发现路上有种体型
特别大的蜗牛，纷纷拍照发朋友圈，甚至有外地网友还带回家当宠物养。
桂城街道卫计局提醒市民，这种蜗牛叫非洲大蜗牛，是外来入侵物种，身
上携带很多病原体细菌和寄生虫，千万不要碰更不要食用。

这种蜗牛雨后出没这种蜗牛雨后出没 不能摸也不能吃不能摸也不能吃
桂城街道卫计局提醒，非洲大蜗牛身上携带很多病原体细菌和寄生虫，不要接触

一直以来，蜗牛被

人们塑造成“坚韧”“努

力”的形象，但其实有的

蜗牛是“害虫”。近段时

间每逢雨后，不少桂城

市民都发现地面上有一

种体型庞大的蜗牛，桂

城街道卫计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这种蜗牛名

为“非洲大蜗牛”，是一

种外来入侵物种。

据工作人员介绍，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

16种外来入侵物种之

一，对蔬菜等农作

物危害极大，也是

中国国家进出境

二类检疫性

有害生物。非洲大蜗牛

生长在野外，这种蜗牛

破坏力很强，会危害

500多种作物。甚至连

水泥都吃，以此摄入钙

成分。除了破坏力强，

非洲大蜗牛繁殖能力也

很惊人。它们一年可以

产卵4次，每一次可以产

下最多300粒卵。而只

需要5个月的时间，这些

刚出生的卵就可以发育

成熟。此外，一只大蜗

牛正常情况下可以活9
年的时间。仅仅只是一

只，在它一生的时间里

头，它都可以繁殖下一

大堆的蜗牛，而这些蜗

牛又可以继续繁

殖，因此它被列

为了我国入侵物

种。

“不要看非洲大蜗

牛看似可爱的外表，但

其实非洲大蜗牛体内携

带非常多的病原体细菌

和寄生虫，会传播结核

病和嗜酸性脑膜炎，是

许多人畜寄生虫和病原

菌的中间宿主。”卫计局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看到这些大蜗牛，千

万不要用手接触，

更不能吃！

外来物种 体藏大量寄生虫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佩雯通讯员罗建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