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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邹红珍

夏天是溺水高发季节。 学龄儿童特别是
留守儿童，每逢暑假时节，缺乏足够的监管，
最易发生溺水事故。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溺
水报告》 显示， 我国每年约有5.9万人死于溺
水，其中未成年人占了95%以上。

如何防范溺水？ 遇到溺水又该如何施救
呢？8月16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没有呼救，也可能是溺水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医学科副教

授张宏亮介绍， 溺水一般发生在陌生或存
在复杂条件的水域中，比如水草茂盛、有水
下涡流乱流、深浅不明的水域。学校和家长
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不要在不安全的
水域游泳， 禁止在浅水或危险水域进行跳
水等危险动作。

学生游泳应选择有经过培训和认证的救
生员在场的游泳池或温泉， 在水池中应该远
离排水口或排污管，尤其是长头发女性。不会
游泳的， 应使用各种帮助漂浮的装置（救生
圈、救生衣等），避免单独进入深水区域。对患
有癫痫、自闭症的儿童，不建议进行游泳。

张宏亮提醒家长，孩子溺水之后，很多时
候并不会大喊大叫。更多的时候，孩子溺水是
安静的，因为孩子在水里抬不起头来，发不出
声音。家长在陪伴孩子玩水游泳时，应密切关
注其安全状况。当发现孩子出现泳姿异常、拍

水挣扎、看不到蹬腿动作、眼神无法专注、头
部在水中异常起伏或头面部朝下静息漂浮
时，应考虑是否发生溺水；要立即通知附近救
生员或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 组织现场人员
开展救援。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要“裸救”
发现有人溺水， 是否立刻下水去救人？

湖南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金灿介绍，
当发现有人溺水，可以用竹竿、树枝去救，
避免跳下去“裸救”。不会游泳的人，水性不
好的人，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尽量不要
跳下去救人。

江、河、湖、海以及溪流等自然水体的水
下情况十分复杂， 盲目下水可能造成进一步
的伤亡。施救者通知专业救援队伍之后，应利
用附近的船只（或可漂浮物体）和可及的救生
装备（救生圈、竹竿、树枝、绳索等）进行救援。
对于泳池、园林、鱼池、水库等人工水体，水下
情况相对简单，可考虑（但仍不推荐）直接下
水游泳至溺水者处，安全接近溺水者（从其背
侧，避免被其抓抱而产生意外）而实施救援。
对被卷入离岸流的个体， 应指导其向与海岸
平行的方向移动，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救援，
禁止直接入水施救。

金灿说， 不会游泳者溺水时千万不要慌
张，不要将手臂乱扑动及上举，这样会使身体
下沉更快，可取仰卧位，尽量使鼻部露出水面
呼吸。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因为深吸气时，人

体比重比水略轻，可浮出水面。会游泳者，如
果发生小腿抽筋，要保持镇静，采用仰泳位，
用手将抽筋的腿或脚趾向背侧弯曲， 可松解
痉挛，然后慢慢游向岸边。

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比控水更重要
发生溺水，现场急救至关重要。湖南省人

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韩小彤介绍， 实施高
质量的人工心肺复苏是关键。

对意识不清（没有反应）的溺水者，民间
流传采用倒背、 腹部冲击等方式控水帮助其
把喝进去的水吐出来。韩小彤说，这对溺水者
帮助不大，反而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韩小彤介绍， 溺水者最初和最重要的治
疗是立即给予通气， 迅速开始人工呼吸能增
加患者生存的几率。施救者应首先拨打120急
救电话，然后迅速清理溺水者口鼻异物，使上
呼吸道保持畅通。 首次给予5次人工呼吸，再
进行心脏按压30次； 随后2次人工呼吸，30次
胸外按压。 重复循环动作， 直到医护人员到
来。如果施救者不会人工呼吸，进行心脏按压
也能为其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

溺水者若现场已恢复有效的循环呼吸及
意识， 但缺氧会造成肺毛细血管渗透性增加
引起延迟的肺部并发症， 因此所有溺水者都
应送往医院进行评价和监测。 转运途中取头
低足高侧卧位， 有利于患者呼吸道吸入物的
清除，减少窒息，使胃内容物不被吸入气道，
对脑部血流的恢复与改善有好处。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邹红珍）今年8月17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8月
16日下午，湖南省“中国医师节”主题宣传系
列活动之健康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长沙举
行。

大赛由省卫生计生委、 省科学技术厅等
共同主办，于6月13日在全省启动。经过市州
和省级层面共15个赛区的晋级竞赛，19支参
赛队伍共94名选手脱颖而出， 以健康素养66
条为宣讲话题，登上今天的决赛讲台。

比赛中，参赛选手们用丰富多彩、喜闻
乐见的形式宣讲大家听得懂、记得住、学得
会、用得上的健康医学知识。其中，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的《袁勇翔，你为啥死乞白赖让
我去洗牙》， 采用歌舞结合的方式， 在诙谐
幽默的氛围中， 把科学的护牙洗牙知识传
授给观众，十分精彩。经过专家评审、行业
评委和大众评委的多层次评选， 该节目以
94.345分的高分荣获大赛一等奖。《关爱青
少年“心灵之窗”》《HPV与宫颈癌的那些事

儿》《大话麻醉》等3个节目获得二等奖，《全
民心肺复苏真是有必要》等6个节目获得三
等奖。

据了解，截至2017年年底，我省共有17.3
万执业（助理）医师。为迎接首个中国医师节，
我省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包括十百
千万医救行、中医名师拜师典礼、健康科普讲
解大赛，利用多种形式与平台，展示医师形象，
增强医师责任， 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全心全
意为全省人民的健康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立案信访局，人民法院的“第一窗口”。今
年5月，娄底中院立案信访局作为全省政法战
线法院系统唯一代表， 被评为2017年度湖南
省“文明窗口单位”。

近日，记者走进娄底中院立案信访局，记
录这些窗口便民、帮民的小故事。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您好，立案请走这边，信访请往那边。”

当事人过了娄底中院诉讼服务中心安检，导
诉员在此引导分流。

娄底律师朱志梅现在手头案子多了， 跑法
院却少了。在家动动手指，敲敲键盘或刷刷手机，
可随时随地网上预约立案。以前，来法院立案，有
时要排队等半天， 材料不全要来回跑，“现在，诉
讼服务中心扩容了，司法为民提质了。”

娄底中院实行网上立案， 当事人足不出
户可完成立案登记。欠缺材料，网络平台一看
便知。立案受理成功，即刻收到短信通知。

两年前， 娄底中院在全省14个中院率先
建立诉讼服务中心，占地1200平方米，去年11
月投入使用， 硬件设施齐全先进， 电子书写
台、自助查询一体机、12368诉讼服务热线、院
长接待室等， 一应俱全， 真正实现让信息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

娄底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筱岚认
为，法官应该围着群众转，让群众在亲切中体
验快捷、 感受舒心， 方便快捷完成立案等手
续，解决信访疑难。

文明“小窗口”，构架“连心桥”
立案信访局信访办主任王小娥搞信访工

作13年，是老上访户信赖的亲人。
因离世老伴20年前的案子， 双峰县年逾

七旬的周奶奶多次到法院上访。“老人不太懂
法律，大发脾气，不停敲桌子。”耐心听老人倾
诉一个上午， 王小娥了解到， 周奶奶生活困
难。她当即向院领导汇报，协调当地政府为老
人解决低保。

一个星期后，周奶奶来法院，送给王小娥一
盒她自己晒的小鱼仔致谢。难拒周奶奶美意，王
小娥接下小鱼仔，往老人口袋塞了50块钱。

采访当天上午， 王小娥接听了33个当事人
打来的电话，始终面带微笑，“我老公说，我把最
好的脾气给了工作，把最坏的心情给了他。最初，
这些老上访户叫我‘王主任’‘王法官’，后来喊我

‘小王’‘小娥’。细微变化，满是真情。”
2017年1至8月， 立案信访局共登记立案

3750件，同比增长42.37%；接访处访共237案
次，同比下降14.05%。

娄底中院院长高鑫指出，立案信访窗口，
一端连着人民法院的形象， 一端连着人民群

众的印象，“窗口虽方寸之地， 分量则法治之
尊，是法院和群众的‘连心桥’。”

律师解纠纷，院长聚民心
“兄弟情无价，本应相互让。为了1元钱，

毁了这份情。泉下父母知，内心如何安？”律师
刘勇军的一番话， 令年近六旬的李大伯低下
了头。

刘勇军是派驻娄底中院的值班律师，最
近接待时，碰上李大伯两兄弟。承包土地引纠
纷，哥哥状告弟弟，索赔1元钱。

“于情于理于法讲解2个小时，兄弟终于
和好如初。”刘勇军说。

娄底中院在诉讼服务大厅设律师值班窗
口，律师轮流参与化解涉诉信访及咨询，引导
当事人选择多元解纷渠道，降低诉讼成本，将
矛盾化解在源头。

此外， 娄底中院在市信访局和法院设置
两个接访点。 院领导和各业务庭局负责人每
周到政法委联合接访中心轮流接访两天，副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本院开门接访。

自2016年10月调任娄底中院院长以来，高
鑫坚持带头接访、包案。常有当事人深更半夜给
高鑫发信息表达诉求。安抚对方情绪后，高鑫次
日便会核查情况，交办相关庭室对接处理。在高
鑫看来，老百姓进法院，多是有难而来，有盼而
来。对老百姓要用情，法官一言一行都是形象；
不要害怕躲避群众，不能搞“隔离带”。

2017年， 娄底中院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总计接访121案次， 化解矛盾纠纷30余起，包
案办理信访事项29件。

方寸之地感受法治之尊
———娄底中院立案信访“文明窗口”侧记

遇到溺水，如何施救

迎接首个中国医师节

我省健康科普讲解大赛决赛举行

风清气正扬新风
8月16日，社区文艺团体在表演节目《中国脊梁》。当天，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紫

荆园社区开展“风清气正扬新风，文明和谐传紫荆”主题活动，弘扬移旧俗、倡节俭、扬新
风的理念。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丹 摄影报道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焦波

“我只是做了一个婶婶该做的事。”日
前，资兴市妇联工作人员上门慰问该市白
廊镇台前村村民李春芝，祝贺她不久前荣
登“中国好人榜”。

说起李春芝， 当地人都亲切地叫她
“最美婶娘”。在丈夫的大哥大嫂、三哥三
嫂相继去世后， 李春芝毅然将哥嫂的3个
孩子接到家中抚养， 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无私照顾3个侄儿，直至一个个成家立业。

李春芝生于1968年8月，娘家在资兴市
三都镇下洞村。6岁无母，12岁失去父亲，年
幼的李春芝与哥哥相依为命，只读小学三年
级便辍学在家，挑起了家里的重担。

“1988年在和丈夫何贵万结婚前，丈
夫的大哥大嫂、 三哥三嫂就已经去世，婆
婆也瘫痪在床。”李春芝说，结婚前她也曾
犹豫过，家人亲戚得知何贵万的情况后都
反对这门婚事。 但想到3个侄子和自己小
时候相比真是“同病相怜”，从小就失去父
母的李春芝懂得失去父母的痛苦， 最后，
她选择了与何贵万结婚。

1992年，李春芝的儿子出生了，当时
有邻居提议要李春芝把小侄子送给别人
抚养，李春芝没有答应，她说：“侄子已失
去了一次母爱，不能让他们再失去一次。”

“父母对堂兄们比对我还好，从来没
对他们发过火。”李春芝的儿子何资胜说。

“我父母在我不到8岁时相继过世，是
春芝妈妈把我们3兄弟抚养大。 没有春芝
妈妈，就没有我们3兄弟的今天。”侄儿何
资文感动地说。

为筹集孩子们的学费，李春芝春季扯
竹笋、夏季打零工，一年四季忙个不停。有
次上山扯竹笋时不小心从10多米高的悬
崖上摔了下来， 半个多小时不省人事。醒
来后，李春芝拍拍身上的泥土，步履蹒跚
地走回去给孩子们做饭。

谈起一路来的艰辛，李春芝总是轻描
淡写，她说再苦再累也过来了。如今，孩子
们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并给她生下了5
个孙子孙女，曾经的小家也逐渐成长为一
个充满爱的大家。

李春芝记得， 大侄儿第一次出去打
工，将他第一个月的工资为她买了一件羊
毛衫。一次她过生日，他和丈夫很晚才回
家，但二侄儿一直在家等着，为了就是亲
手送她一件生日礼物。“那是他用元旦加
班的一百块钱，给我买了一双皮鞋。”李春
芝说，看到孩子们懂得感恩，她心满意足。

“最美婶娘”的故事就这样一传十，十
传百，感动了千家万户。2016年，李春芝一
家获评全国“最美家庭”，李春芝也被评为
2016年“湖南好人”。

“最美婶娘”李春芝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彬

“竹英，你照顾我吃了这么多苦，七夕
节就要到了， 我送你一份礼物。”8月15日
一大早，蓝山县毛俊镇上洞村，当妻子黄
竹英忙完家务，丈夫王学安神秘地把妻子
叫到身边，将托邻居买的一束火红的玫瑰
花和一瓶护手霜作为七夕节礼物送给妻
子。结婚27年，头一次收到丈夫的礼物,黄
竹英喜极而泣。

“多亏有她细心照顾，否则我早就不
在人世了。”王学安高位截瘫卧床，黄竹英
每天早早起床， 为丈夫做手足医疗按摩、
擦洗身子，然后把调成糊状的土豆粉一勺
一勺喂到丈夫口中。这一套看似熟练的动
作，黄竹英每天练习，坚持了12年。两个人
的爱情感动了整个社会。前不久，黄竹英
荣登“湖南好人”榜单。

2006年农历春节， 在广东东莞从事邮
政快递工作的王学安遭遇车祸，大脑和颈椎

神经受伤，第四节脊椎骨受损，头部以下失
去知觉。医生告诉黄竹英，就算把病治好，也
会成为植物人。丈夫突遭不幸，家里还有未
满12岁的儿子和年迈的婆婆需要照顾，全家
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这个瘦小的女人身上。

人在，家就在。擦干眼泪，黄竹英四处
借钱为丈夫治病，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
东西， 把丈夫转到广州军区医院治疗。经
过180多天无微不至的治疗和细心照料，
奇迹出现，丈夫记忆逐渐恢复，有时还能
呼唤黄竹英的名字。

2008年，婆婆患上直肠癌晚期，黄竹
英又挑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 每天天不
亮，她就起床熬粥，然后帮老人穿衣梳洗、
端茶送饭、喂药盥洗，从无怨言。婆婆逢人
便夸媳妇孝顺，直到2009年安然离世。

妻子的贤惠、忍让，让王学安一直心
怀感激。前几天，邻居来串门时，无意间一
句“七夕节要到了”，让王学安脑中蹦出一
个主意，他要给妻子一个惊喜。

弥足珍贵的首份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