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施救者请患者弯腰
低头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
站立，施救者弓箭步站在
患者身后，前脚伸入患者
双腿之间，胸部紧贴患者
背部。

2.施救者双手从患者
腋下穿过，抱住患者腰部，
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剪
刀”）摸到患者的肚脐。

3. 一 手 握 拳（“ 石
头”），拳面需平坦，拳头拇

指侧放在腹部正中线上、
肚脐和胸骨中间部位。

4. 前一只手五指并
拢，紧包此拳。

5.双手前臂用力，以
肘关节为支点，突然向后
向上用力将拳面压向患者
腹部，连续快速有力地冲
击。

6.冲击有节奏地持续
进行，直到异物排出或者
患者失去反应。

成人气道异物梗阻解救术（海姆立克急救术），即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Heimlich Maneuver），是美国医生海姆立克先生在1974年
发明的，用以抢救急性呼吸道异物堵塞的患者。该法目前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拯救了无数患者，因此被称为“生命的拥抱”。操作小窍门：
剪刀、石头、布。

如果自己气管异物阻塞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自救时，一只
手握空心拳，拳头拇指侧放在腹
部正中线上、肚脐和胸骨中间部
位，另一只手包住此拳，用力向

上、向内快速冲击。也可以选择
将腹部肚脐和胸骨中间部位抵
在坚硬的椅背、栏杆上，用力向
上、向内快速冲击，直到异物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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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姆立克互救法

学习急救知识技能
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中国每年有超过54万人出现心脏骤停，相当于大约每1分钟就有人因为心脏骤停而突然倒下。在我国，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仅1%，心肺复苏术普及率也只有1%。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组织将发生不可逆损害！从急救现场第一目击者开始，到专业急救人员到
达现场急救，有着一条看不见的“生命链”。每一个目击者，都是这个“生命链”中重要的一环。学会急救知识和技能，在危难来临时，才能
够伸出双手，自救互救。今天你是学员，明天你可能就是别人的救命侠。

近期，受夏季高温影响，我市120急救呼救量显著增长，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急救知识，懂得操作的规范和要领，市急救中心
的医生专门为大家进行急救知识解读，以增强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每年因吞咽异物或气管
异物阻塞等引起意外窒
息而死亡的儿童有近
3000名。如果 1岁以内
婴幼儿气管异物阻塞了，
不可以用腹部冲击法，要
用拍背压胸法。

1.施救者单膝跪地或
者坐于椅上，使婴儿面部
朝下，头低臀高。手托住
头和下颌，但不要掩盖口
鼻。

2.另一只手的掌根用

力拍打婴儿肩胛之间的背
部，连续5次。如果异物
没有排出，翻转后婴儿面
部朝上，施救者用两指在
胸骨下半部，两乳连线中
点正下方进行5次快速、
有力的冲击。

3.如果异物排出，婴
儿哭泣出声或者有呼
吸，应清除口腔内的异
物。如果异物没有排出，
应继续进行上述操作，直
到异物排出，或者婴儿失
去反应。

中风——慢不得

张大爷是糖尿病患者，一
天早晨起床时，就感到手脚麻
木，并伴有口眼歪斜，视力模糊
和说话不清楚等症状。但其家
人对此并没有十分在意。到了
吃晚饭的时候，张大爷突然摔
倒并失去了记忆，家人这才慌
了手脚，将张大爷送到医院。
经医生诊断，张大爷患的是缺
血性脑中风。由于发病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失去了
溶栓治疗的最佳时机，张大爷
只能接受身体偏瘫的后果了。

急救医生周斌杰建议：
中风患者一定要在发病后

的6个小时之内得到治疗，一旦
错过了这个时机，再去疏通患
者堵塞的脑血管，就会错失溶
栓治疗的最佳时机。因此，对
于中风患者的治疗，关键是必
须及时，不能错失良机。

脑溢血——颠不得

住在新庄的刘大妈一直患
有高血压，平时偶尔会感到头
晕。一天，刘大妈突然感到头
晕得厉害，并开始剧烈地呕吐，
随后出现了半侧肢体瘫痪，倒
地不起。家人赶忙用三轮车将
刘大妈送往医院。病人被颠簸
半个小时后才被送到了医院，
而此时的刘大妈已停止了呼
吸。经医生诊断，刘大妈的猝
死是由于她突发脑溢血，加上

送往医院的途中长时间的颠簸
造成的。

急救医生周斌杰建议：
老年人突发脑溢血后应尽

量使其保持平卧的姿势，避免震
动，并应采取就近治疗的原则，
不宜长途搬运患者。如果必须
搬运患者，也应尽量保持其头部
的稳定，减少其震动。在搬动的
过程中还应将患者的头歪向一
边，使其口腔内的呕吐物易于流
出，以防止因呕吐物阻塞呼吸道
而导致患者窒息。

心脏病——动不得

某高校的一位教授，在给
学生上第一堂课时，就告诉他
们自己是心脏病患者，万一哪
天发病，请同学们千万不要搬
动他，并帮助他从上衣口袋中
取出药片让他吞下，然后拨打

“120”求救。尽管这位教授
后来又几次发病，都因学生们
的正确配合和及时服药而转
危为安。

急救医生杨倩建议：
当老年人心脏病（心绞痛）

发作时，不要随意搬动他们，要
尽量使其平卧休息，因为任何
一样行动都将加重心脏的负
荷。保持其呼吸道通畅，并协
助其含服消心痛或硝酸甘油等
药物。如果患者出现呼吸骤
停，还要立即对其进行心脏复
苏抢救，并及时拨打“120”，请求
急救。

人在高温、高湿、强热辐射
的环境下，没有采取正确的防
护措施，导致产热过多、散热障
碍，引起正常生理功能紊乱，可
产生一系列的急症，出现热痉
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严重时危
及生命，称为中暑。

当您发现有中暑的可能
时：停止一切活动，移至阴凉、
通风的地方休息，如空调房。

采取快速降温措施，如脱
掉患者衣服、洗凉水澡或喷洒
凉水，在额头、颈部、腋窝和腹
股沟处放置湿冷的毛巾。

如果患者有反应，并且能
喝水，给予患者凉的含糖和电
解质的饮料，如淡盐水、运动饮
料、糖水和果汁。

监测患者体温，陪伴在患
者身边，直到120急救人员到
达。

症状严重时，比如出现高
热、大量出汗或无汗、意识障
碍、烦躁不安、昏迷、抽搐、休克
等症状，应把患者浸在冷水
（1.7℃～14℃）或者冰水中，水
可淹没至颈部，并且不停地搅动
水，以保持皮肤表面有冰水，在
头顶部周围放置用湿毛巾包裹
的冰块。

如果没有浸浴条件，可以
用15℃的冷水喷淋或者反复擦
拭皮肤，并不断扇风。

监测体温变化，持续降温
直至体温降至38℃。

陪伴在患者身边，直到120

急救人员到达。
发现溺水者，施救者应采

取以下方法进行急救：
大声呼救，叫周围更多的

人帮忙，呼叫119、120、110。
采用合适的方法将溺水者

救上岸。
通过向溺水者投递竹竿、

衣物、绳索、漂浮物等施救。
专业急救人员：应从其后

面靠近溺水者，双手从后面托
住其头部，采用仰泳姿势游到
岸边。

在漂浮救援设施的支持
下，专业救生人员可为呼吸停
止的溺水者实施水中通气。

如果没有意识，有自主有
效呼吸，要除去湿衣服，擦干身
体，将患者置于侧卧位，面部朝
下，以免发生窒息。注意保暖。

如果患者出现呕吐，应立
即将其翻至一侧，用手指等清
除呕吐物。

如果患者有意识，有呼吸，
应除去湿衣服，擦干身体，注意
保暖，送医院诊疗。

非专业急救人员：不要下
水救援（特别是急流、暗流或者
施救者不熟悉的区域），也不要
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注意：不应为患者实施各
种方法的控水措施，包括倒置
躯体或者海姆立克手法。由于
淹溺患者的核心原因是缺氧，
所以尽早开放气道和人工呼吸
优先于胸外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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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危重症自救互救

急救医生告诉您
中暑、溺水该怎么办？

海姆立克自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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