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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篇——

临街施工
安全措施要到位

■案情回顾：
2020年6月11日，桂城城市

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平洲大德社区查

处一起不文明施工行为。当日，执

法人员在南港明轩以及乐怡花园之

间的居民楼巡查时，发现有人正在

开挖施工。现场路面已被刨开，渣

土堆了一地，工人只用两个铁马做

简易围蔽，不符合临街工地施工围

蔽标准。执法人员要求施工人员立

即停工，先完善围蔽设施，清理渣

土。执法人员随后开具相关文书要

求施工责任人到桂城城市管理局接

受进一步的询问及调查。最后，当

事人接受了相关的处罚。

■部门回复：
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提醒广大群众，《佛山市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规

定，施工工地周围应当设置安全护

栏和围蔽设施，围蔽设施的高度和

围墙的外观应当与环境相协调，施

工、拆迁、待建工地应当设置硬质围

墙。安全护栏和围蔽设施是保护施

工现场和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重要

防护。按照要求对施工现场做好围

蔽是对其他行人和自身安全负责。

各施工单位不要贪图便利，一定要

对施工现场设置必要的围蔽和标

识，以防安全事故发生。除此以外，

《佛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规定》还明确，城市的工程施工现场

应该做好施工审批，施工过程做到

降尘、工具整理、工程公示等，竣工

后应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施工方

一定要认真学习相关管理规定，确

保施工过程不扰民。

■相关链接：

8月1日~8月3日，南海区普法

办、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联合举办“萌犬同行，文明相伴”佛

山市养犬管理条例主题学法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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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南海普法南海城市管家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源力

通讯员/陈倩莹）“医生！孩子误

吞了发卡，请救救他！”日前，广

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原平洲

医院，简称“省医南海医院”）收

治了一名来自清远的一岁患儿

天天（化名），经检查发现，一根

长约6厘米的发夹卡在他的胃

腔中。

医护人员通过胃镜成功将

发卡取出，用时两分钟，让天天

平安无事。医生提醒，幼儿好奇

心强，但缺乏判断力，家长一定

要避免让小孩接触细小物品，以

免误食。

六厘米发夹卡腹腔
原来，当天下午4时，1岁

的天天在家玩耍，误将妈妈的

发夹塞进嘴里吞了下去。家长

发现后急坏了，赶紧带着孩子

前往当地医院就医，当地医院

因缺乏相关治疗设备，建议他

们前往大医院进行救治。此时

距离天天吞下异物已经过去好

几个小时，情急之下，家长选择

带着天天连夜驱车前往省医南

海医院就医。

“医生！孩子误吞了发卡，

请救救他！”到达省医南海医院，

已是当天晚上9时。为明确异

物位置，该院普外科医生为天天

进行影像学检查，并立即联系消

化内镜何浩然医生会诊。

正位镜、侧位镜影像显示，

一根长约6厘米的发夹横着卡

在了天天的胃腔中，占据了他腹

部近二分之一的位置，必须马上

通过胃镜将异物取出。但面对

着年仅1岁的患儿，通过胃镜把

发夹取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何浩然介绍，孩子的食道非

常细小，直径约为6毫米，而胃

镜直径达到 8毫米，尺寸不合

容易伤及患儿。此外，由于人

体消化道日常是闭合的，需要

通过注气的方式使其打开，孩

子的消化道比较薄弱，注气量

必须拿捏得当，注气太多或者

压力太大都有可能导致消化道

穿孔。

为了让治疗能够安全稳妥

地开展，何浩然当即联系了广

东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经

讨论后：孩子的消化道延展性

强，胃镜充分润滑后，可进入天

天的胃腔把发夹取出，但操作

需要更轻柔，注气要把握得

当。这也意味着，操作者必须

对解剖构造及胃镜的操作非常

熟悉。

耗时两分钟取发夹
随即，一场紧张又短暂的

救治开启。省医南海医院消

化内科、普外科、麻醉科等多

学科医护团队默契配合，麻

醉科医生为天天进行了创伤

较小的静脉全麻，消化内科团

队把被医用润滑剂充分润滑

后的胃镜镜身，滑入天天的食

道，注气的气量也调到了最小。

“患儿所吞下的发夹，开口

处向外，如果直接取出，过程中

可能会伤及其他肠道。”为此，

何浩然在天天的胃腔内，为发

夹做了一个180°的“翻身”。

随后，卡在天天胃腔中的发夹

被顺利取出，整个过程耗时不

到 2分钟。半个小时后，天天

可以正常顺利进食，天天的妈

妈终于松了口气，激动地向医

护人员致谢。

消化内科团队提醒市民：

近年来，从孩子的食道、胃里取

出来的异物各种各样，最多的

是硬币，还有小玩具、纽扣电

池、发卡等各种细小物件。幼

儿好奇心强，但缺乏判断力，家

长一定要避免让小孩接触危险

物品。

怎么发现？如果异物卡在

咽喉部或者食道里，宝宝会出

现哭闹、不愿意进食、恶心呕吐

等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有咳

嗽、呼吸困难甚至窒息。

怎么办？发生类似情况，

应及时就近就医。如异物卡在

喉咙，紧急情况下，家长可用海

姆立克急救法急救；如异物进

入消化道，千万不能再进食，更

不建议采用土方法救治。

能学知识赢红包
健康答题等你来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讯

员/罗建贞）7月27日中午12时，由

桂城街道卫计局、桂城街道计生协

会举办的“2020年卫生健康知识、

居民健康素养知识线上有奖答题活

动”（第二期）正式上线，850份红包

等你来领！市民可扫描活动二维

码，答题赢红包。

本次活动的答题内容涵盖省计

生协会“40年我知道”宣传知识、计

划生育政策法规知识、相关传染病

预防控制知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知识、居民健康素养知识、优生

优育和生殖健康等知识。答题者需

在60秒内回答5道问题，答对3道
或以上，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每人每

日有三次抽奖机会。答题前，市民

可点击“桂城公信”微信公众号子菜

单中的“答题秘诀”，提前学习，快速

“通关”，赢取红包！

本次活动每期设置 850份红

包，红包从1元~10元不等。为了

防止盗刷，提高中奖率，每期活动中

每位用户只能领取一次奖励。

据了解，本次线上有奖答题活

动共分四期，每两个月开展一期，每

期活动持续一周。第二期活动时间

为7月27日~8月2日。

扫码答题

赢取奖励

幼儿误吞发夹
省医南海医院两分钟成功救治

据介绍，用生姜

入药当属老姜为佳。

生姜性温、味辛，入

肺、胃、脾经，有解表、

温中、兴奋、发汗、止

呕、解毒等功效。其

中生姜皮味辛、性凉，

具有利水消肿的功

效。所以使用生姜治

疗疾病时，是否去掉

生姜皮就要看具体情

况。比如说治疗风寒

感冒以及脾胃虚寒引

起的呕吐、胃痛等，最

好就去皮，如果是治

疗一些热性疾病或水

肿，如便秘、口臭等，

最好单独用生姜皮。

生姜常与葱白搭

配，也是因取葱白其

发汗解表，通达阳气

的功效，两者起协同

作用,是治疗风寒感

冒的良好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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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吃萝卜夏吃姜
上周末，桂城市

民王女士一早带着女

儿，到夏南二社区卫生

服务站找家庭医生、主

治中医师梁铭看病。

王女士表示，女儿一晚

上吐了几回，早餐也没

吃。梁医生给孩子做

了检查，把脉问诊。原

来小姑娘前几天下午

去游泳，一时没注意，

染了风寒。梁医生开

了些药给小姑娘，叮嘱

她回去煲点白粥，等粥

好后切些姜丝和葱白，

撒些盐拌粥吃，然后

再盖上被子睡上一

觉，出点汗后就无大

碍了。

“不用输液吗？”

王女士将信将疑地

问。梁铭说：“不用，

放心。”随后他突然想

起之前给王女士做中

医体质辨识，她属阳

虚型，梁医生又提醒

她：“你的早餐也适合

多吃姜，对你的体质

有好处。”

梁铭表示，在民

间素有“冬吃萝卜夏

吃姜，不用医生开处

方”以及“早上吃姜如

参汤”之说。炎炎夏

日吃生姜，这会让很

多人甚感不解：明明

天热怕上火，为何还

要吃辛辣的姜？

这就得从中医医

理说起。“中医认为，

夏季阳气上升，向上

向外散发，天气显得

炎热。身体里的阳热

反而虚少，容易生寒

生冷，即‘阳气在表，

胃中虚冷’，这个时

候，吃生姜可以温胃

健脾、提神补阳。”梁

铭说，现代人在夏季

往往贪凉饮冷，而过

食寒凉、吹空调过冷

过久，易损伤脾胃阳

气，表现为恶风怕冷、

疲乏无力、腹疼腹泻、

食欲不振等。这时喝

一点生姜汤，可起到

散寒祛暑、开胃止呕

的作用。王女士的女

儿，就是因为游泳后

未及时更衣受了风寒

引起呕吐，因此对症

下药就好。

生姜食疗有讲究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佩雯

通讯员李宇霏罗建贞

炎炎
夏日，不少市民都喜

欢喝冷饮、吹空调、游泳戏
水助消暑，一不小心就容易着
凉。中医认为夏季容易“阳气在
表，胃中虚冷”，桂城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支招：如果
在夏季着凉感冒、食欲不振，
不妨吃点生姜，起到散寒

祛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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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佛山持续高温天气已破历史纪录。在高温

暑热的天气下，市民应该如何进行防暑保健，避免中暑

呢？桂城家庭医生给出四招：

减少室外活动1
白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10:00~16:00这段

时间避免外出，不要在烈日下运动和劳动；如必须室外

活动时，要做好防晒措施，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涂防

晒霜，并准备充足的水和饮料。衣着需宽松，应少穿化

纤品类服装，以免大量出汗时不能及时散热。

饮食以易消化为主，忌冷饮2
夏季饮食以易于消化的食物为主，可多吃新鲜的

水果和蔬菜，如西瓜、西红柿、杨梅、菠萝、甜瓜等；同时

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如鱼、肉、蛋、奶和豆类等；切忌

贪吃冷饮以伤脾胃；另外，夏季高温食物易变质，食物

应及时保存，讲究饮食卫生，预防食物中毒。

合理饮水、补充水分3
高温节气，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口渴才喝

水；而在劳动和运动大量出汗后，不宜大量饮用白开

水，应适当补充淡盐（糖）水，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

盐分和能量；另外，夏季出汗多，人体容易缺钾，常会感

到疲乏倦懒，此时也可适当饮用含钾茶水进行消暑。

充足睡眠、避免直吹4
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以保持充沛

的体力；另外，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电风扇下

睡眠，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