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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篇——

垃圾堵塞疏散通道
三家企业被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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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消防执法人员在对

一栋四层厂房进行检查

时发现，在底层经营的制

衣企业长期在楼梯上堆

放生产垃圾，导致该楼梯

堵塞严重，后来该企业索

性把二层的安全出口也

锁上。在第三层经营的

制衣企业见状，也有样学

样，往楼梯上堆放生产垃

圾，在四层经营的企业觉

得楼梯反正不能通行，干

脆在四楼的楼梯间内摆

放工作台，扩大生产场所

面积。消防大队执法人

员立即召集这三家企业

的负责人，对他们进行

批评教育，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

规定，对三家存在违法行

为的企业各处 7000 元

罚款。

部门说法

南海区普法办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60条规定，单位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

疏散行为，责令单位改正，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本案例中，三家企

业安全意识淡薄，占用疏

散通道，严重违反了法律

规定，因此消防大队的处

理是正确的。

相关链接
1 月 16 日至 1 月 31

日，每逢周六、周日，南海

区普法办、南海区司法局

联合举办“强化安全意识

提高法治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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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

讯员/陈倩莹）冬季天气寒冷，冷风

来袭时人体血管容易收缩，特别

容易发生脑卒中的情况。近日，

一位近六十岁的梁阿姨突然言语

不清，左侧偏瘫。其家属反应及

时，8小时内将其送到广东省人民

医院南海医院（原平洲医院，下称

“省医南海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并及时进行了血管内机械取栓

术。术后，梁阿姨顺利康复，并在

病房走廊走起“猫步”，整个人显

得精神奕奕。

术前行走困难
术后走起“猫步”

梁阿姨患有风湿性心脏病，

但一直无规范就诊。一天下午，

她突发言语不清、左侧肢体乏力，

行走困难等症状。经颅脑CT检

查发现，梁阿姨右侧大脑中动脉

高密度影，怀疑是脑梗死。进一

步行头颈部CTA检查发现，梁阿

姨右侧颈内动脉闭塞，导致血流

不能供应到大脑，诱发脑梗死（俗

称为“脑中风”）。“脑卒中是一种

突然起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疾

病，分为出血性脑卒中和缺血性

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即脑溢血，

缺血性脑卒中即脑梗死。”省医南

海医院神经内科科主任、主任医

师李战辉解释，梁阿姨的情况很

可能是由于风湿性心脏病引起的

附壁血栓脱落堵塞血管所致。

对于急性脑梗死的急救措施，

有药物静脉溶栓、介入动脉溶栓以

及血管内机械取栓术等，而血管内

机械取栓又分为导管抽吸取栓、支

架取栓、球囊碎栓等方法。每种溶

栓取栓方法各有不同适应症，比如

梁阿姨的情况是由于大血管堵塞，

往往药物静脉溶栓效果不好，能及

时采用机械取栓术最为有效。按

流程，梁阿姨入院后先采用药物静

脉溶栓，观察效果不好后及时采用

了血管内机械取栓术。

省医南海医院卒中中心团队

表示，手术过程就好比在厨房下

水道堵的时候，医生需要把管子

传递到“堵塞”处，然后把里面的

“堵塞物”抽出来。梁阿姨的手术

是从股动脉处入路，用导丝带着

导管顺着血管到达病灶，用针筒

抽吸的办法，把血栓抽取出体外，

从而打通血管通道。梁阿姨的血

栓是质地较硬的类型，类似于肉

块状，这种类型的血栓往往运用

溶栓的方法效果不佳，致残率、致

死率都极高。幸亏梁阿姨家属送

院及时并同意采用高效的取栓方

法，我们最终顺利地把血栓抽吸

干净，不然患者将有生命危险。

正是得益于家属及时送院、省

医南海医院卒中中心团队的及时

响应、高效运作，以及医生精准诊

治，梁阿姨在“死神”手上躲过一

劫。原本已经一侧肢体偏瘫、言语

不清、烦躁不安的她，术后奇迹般

完全恢复，还在医院病房走廊上走

起“猫步”，并“振臂高呼”，精神奕

奕。住院不到一周，梁阿姨就康复

出院，没有留下任何严重后遗症。

发现脑卒中病症
要尽快就医治疗

据悉，脑卒中是危害极大、致

残率极高的一种疾病。脑血流每

中断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神

经元死亡。若不及时恢复血流，

神经细胞在几个小时内便会死

亡，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如没及时溶栓或介入治疗，病人

的致死致残率很高。所以，及时

发现脑卒中病症并尽快就医治疗

十分重要。李主任提醒，要谨记

“BEFAST”识别口诀，B即bal-

ance，平衡的意思，站不稳；E为

eye，眼睛，视觉突然异常。后面

的FAST，分别指面瘫或口角歪

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最后T是

Time和Telephone，即时间和电

话，迅速求救。当发现有人出现

猝然昏倒，不省人事，伴发口角歪

斜流口水，讲话不清晰，肢体麻

痹、抬不起一侧肢体等症状时，一

定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院接受治疗。

省医南海医院卒中中心团队

提醒广大市民，高血脂、高血压、

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是诱发心脑血

管疾病的重要诱因，其中血脂异

常让血液变得浓稠‘油腻’，更容

易堵塞血管，从而引起脑梗死、心

肌梗塞等危急情况。另外，温差

大的极端天气会让血管骤然收

缩，更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

件的发生。故广大市民需保持良

好的生活方式，如低盐低脂饮食、

保持适当的运动、减少熬夜习惯、

注意添衣保暖、戒烟戒酒、善于自

我调节，保持良好心态等都可以

改善大脑的“亚健康”状态。

大家行动起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桂城发布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倡议书，发动群众做文明卫生楷模

桂城街道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倡议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预防优先，着

力打造健康环境，为全面打赢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奠定坚实基

础，巩固提升佛山市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成果，桂城街道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向广大市民倡议：

●从自身做起，养
成良好卫生习惯。

提高卫生意识，做好垃圾分

类，不乱扔杂物，不乱倒垃圾，不

乱停乱放，不乱贴乱画，垃圾投

入指定密闭容器，不留卫生死

角，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工

作和生活场所保持干净、整洁。

●科学自我防控，
预防传染疾病。

固化疫情期间文明卫生习

惯，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不随

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

或肘袖遮掩口鼻。养成健康饮

食习惯，推广分餐公筷，拒食野

生动物。自觉翻盆倒罐清积水，

预防登革热。

●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市容整洁。

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

任制，保持地面干净、门窗整

洁，不出店经营，不占道摆放，

不乱搭乱建，不乱泼乱倒。爱

护公共设施，共创文明城市，

争当文明市民。

●摒弃生活陋习，
倡导健康生活。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提升

健康素养，讲究个人卫生，经

常体育锻炼，公共场所不吸

烟，自觉遵守交通秩序，增强

食品安全意识，坚决抵制不符

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关爱桂城家园，
做文明卫生楷模。

积极行动，人人参与，主动

劝阻和制止损害公共卫生行为，

以身作则，形成全民参与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的良好氛

围。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卫生

健康，人人受益！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全

民动员、携手共治，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让我们提升文

明素质、弘扬时代新风，用健康

体魄，建设美丽家园，共享桂城

文明健康新生活！

桂城街道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21年1月

取出血栓偏瘫阿姨能走“猫步”了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冬

冬 通讯员/罗建贞）2021年

佛山市将再次迎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连日来，桂城街道

多措并举，营造良好氛围，积

极发动群众参与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

“你好，这份倡议书麻烦

拿回去跟家人一起看下。”近

日，在桂城各大社区，随处可

见穿着红色马甲的社区党员

志愿者，耐心地向社区居民和

沿街商铺讲解倡议书内容和

注意事项。目前，桂城开展巩

固国家卫生城市倡议及双节

前爱国卫生运动主题直联活

动，各驻点团队和社区党员志

愿者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以派发倡议书等形式开展巩

固国家卫生城市倡议活动，多

形式发动群众参与巩固国家

卫生城市工作。

桂城爱卫办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通过开展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主题直联活动，不断加

大宣传力度，可以让广大市民

了解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的重要性、必要性，并积极参

与到相关活动中来。

同时，据市区爱卫办关

于开展双节前爱国卫生运动

的通知精神，桂城广泛开展辖

区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农贸市

场等卫生死角和人员流动频

繁区域环境卫生整治，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环境卫生突出

问题。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是一项系统工程，街道全体部

门、社区、市民动起来，营造良

好的氛围，才能从根本上保证

这项工作的落实，倡议书希望

大家从我做起，做文明卫生楷

模。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居民派发倡议书。 （通讯员供图）

■省医南海医院神经内科团队进行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