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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伤不起”
疑似中暑病例已有20多例

连续高温天气热得着实让
人直呼“伤不起”。由于中暑，被
送进医院的中暑患者开始增
多。18岁的小吴是一名搬运工，
8月11日在高热环境下进行体
力劳动。工作一天后至下午5时
左右，小吴开始出现全身抽搐，
随后出现神志不清、发热、呕吐、
大小便失禁、无口吐白沫症状。
家属急忙呼叫120，随后送入浦
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

据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
医学科/重症医学科主任万健介
绍，经初期的紧急抢救后，小吴
的体温从 42℃逐渐降至 39℃，
遂收入重症监护室进行进一步
抢救治疗。直至第二天下午小
吴才苏醒过来，肌力恢复，顺利
撤除呼吸机。目前小吴的生命
体征恢复正常，但部分生化指标
仍有异常升高，仍需要继续治
疗。

高温天，沪上各大医院急诊
科就诊人数不断上升，120急救
出车辆同样骤增。昨天上海气
温突破38℃，120中心城区急救
量突破了1300车次，创下了今年
急救最高纪录。根据120呼叫中

心统计，其中疑似中暑病例有20
几例。除了老人外，其中也有几
位年轻人因为没有及时补充水
分，有出现中暑症状。

专家提醒
出行尽量避开正午前后时段

“老人、孕妇等身体素质本
身较差的人，以及驾驶员和户外
工作人员，都属于中暑高发人
群，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万健
主任解释说，中暑是在暑热季
节、高温和（或）高湿环境下，由
于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汗腺
功能衰竭和水电解质丢失过多
而引起的以中枢神经和（或）心
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
性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
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
中暑。其中重症中暑又分为热
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射病
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

面对连续高温，万健主任表
示，在炎热的夏季或初秋，高
温、高湿、强热辐射天气可造成
人体的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循
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
泌尿系统等出现一系列生理功
能改变，一旦机体无法适应，引
起正常生理功能紊乱，则可能
造成体温异常升高，从而导致

中暑。重症中暑，是中暑中情
况最严重的一种，如不及时救
治会危急生命。

在高温天气里，怎样做可以
预防中暑的发生？专家表示，
首先应做到大量饮水。在高温
天气里，不论运动量大小，市民
都需要增加液体的摄入，不应
等到口渴时才喝水。饮水应少
量多次，水温不宜过高；不要饮
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
这些饮料会导致失去更多的体
液，应该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
质。同时，还应避免饮用过凉
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胃部痉
挛。

高温天气预防中暑，出行应
尽量避开正午前后时段，减少上
午 10 点至下午 3 点间外出活
动。对于热衷运动的年轻人，要
及时补充水分，运动前后注意环
境的温度差，不要忽冷忽热。市
民应尽量在室内活动，如条件允
许，应开启空调。

而65岁以上并伴有基础疾
病的老年人，更是室内中暑的
高危人群。对于这些高危人群
中的老年人，监护人应至少每
天上下午两次确认他们的安
危，密切关注他们是否有中暑
的迹象。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暑假余额已不足，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学生、
家长以及学校要做哪些准备？
近日，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联
合发布了针对高校、中小学校
及托幼机构的《秋冬季新冠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技 术 方 案（更 新
版）》，有序推进秋季学期复学
复课。在上海，市教委 7 月 15
日发布的相关通知也明确，中
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原则上
应在开学前 14 天在沪进行自
我健康观察，高校、中职校师生
员工应至少在开学前 14 天开
展自我健康观察。

中小学
开学后学生应随身备口罩

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联合
发布的方案要求，各地根据当地
疫情防控风险级别和疫情应急
响应级别作出中小学开学决
定。提前掌握教职员工（包括教
师，以及食堂、保洁、保安和宿管
等后勤服务人员）和学生开学前
14天健康状况、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等，建立健康状况台账，做
好健康观察。同时，鼓励具备条
件的中小学校教职员工开学前

自愿接受核酸检测。
方案指出，根据学校规模、

学生及教职工数量，结合应急方
案储备足够数量的疫情防控物
资，包括消毒设备、消毒用品
等。开学前对学校环境和空调
系统进行彻底清洁，并开展预防
性消毒。

开学后，实行校园相对封闭
式管理，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
进校，师生进校门一律核验身份
和检测体温。在保证疫情防控
要求的前提下，可以组织一定规
模的集体活动。在校期间引导
学生不串座、不串班、不打闹，保
持安全社交距离。

方案还明确，开学后要科
学佩戴口罩。学生应当随身备
用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
准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低
风险地区校园内学生无需佩戴
口罩。

高等院校
开学前连续14天测量体温

针对高校，方案要求，常态
化疫情防控下，按照教育部门
复学复课有关规定，学校做好
秋冬季节高发传染病的预防工
作，师生和学校公共卫生安全
得到切实保障后，周密安排学

生返校报到，有序推进秋季开
学工作。

方案强调，学校正式确定和
通知开学时间前，学生不得提前
返校。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
生和教职员工返校时须向学
校出示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
告。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
知一律不返校，返校时按照有
关要求向学校出示核酸检测
证明材料。

开学后的聚集性活动管理
方面，方案明确，根据校园情况
合理设置人员密集度，应尽可
能实施最小单元群体管理，以
校区、专业、楼栋、年级、班级
等为单位进行学习、生活、体育
等活动。尽量开放教室、自习
室、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空
间。加强各类聚集性活动管
理，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非必
要不组织。

热 高温预警升级
防 避开正午出行

热热热！昨日大家出门，都感受到太阳的威力了吧。不好，又有人中
暑了。上海中心气象台昨日上午9时20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10
时52分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徐家汇站昨日最高气温38.3℃，这是今年
第14个高温日。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昨日，申城天气继

续高温“炙烤”模式，上海电网用

电负荷也在时隔一日后再度创

出历史新高。据国网上海电力

调控中心数据显示，早高峰过后

上海电网负荷迅速攀升，昨日11

时左右即一举突破前日刚刚创

下的3272万千瓦的历史纪录，并

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午后，电

网负荷持续冲击新高，最终在12

时 45 分定格在 3311 万千瓦，成

为上海用电负荷新的最高记录，

这也是该记录有史以来首次突

破3300万千瓦大关。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表示，

尽管持续高温给申城用电带来

一定考验，但城市电网仍保持安

全平稳运行。目前，上海电网市

外来电约1500万千瓦，本地机组

发电能力约2100万千瓦，电网整

体供电能力达到 3600 万千瓦左

右，全市电力供应尚有裕度。

在负荷屡创新高的同时，上海

电网依然保持较高的供电可靠性

与应急保障水平。据统计，自本

轮高温天气以来，上海配电网故

障发生率较去年首波高温期间

同比下降 29.64%；全市 173 个电

力抢修驻点、3500余人的抢修力

量日均处理故障抢修1700余起。

上海用电负荷首次突破3300万千瓦

暑假余额已不足 上海中小学生开学前14天须返沪

本月47911件样品检测
均为新冠病毒核酸阴性

本报讯 市卫健委表示，根

据国家联防联控机制工作部署，

按照《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相关食品及加工环境

监测工作方案》，坚持“天天有采

样，周周有重点，月月全覆盖”的

要求，8 月 1 日至 8 月 13 日，市、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在954家

重点场所（批发市场 10 家、大型

超市282家、农贸市场471家、电

商等161家、冷库30家），采集样

本11289件（水产品、肉类等样本

5566件，外环境、物品表面、水样

等样本4252件，从业人员相关样

本等 1471 件）。经市、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检测，均为新冠病毒

核酸阴性。

截至8月13日，本市累计在

1854 家 重 点 场 所 ，采 集 样 本

47911 件（水产品、肉类等样本

24009 件，外环境、物品表面、水

样等样本 22431 件，从业人员相

关样本等 1471 件）。经市、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均为新冠

病毒核酸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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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动物园开启喷淋装置，让动物们防暑降温。 新华社 图

不少家长与学生已经在为秋季开学做准备。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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