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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坐月子
中暑丧了命
很多土法不科学勿盲从
近几日的高温天气，导致不少人中暑住院。 7 月 9 日，山东淄博一
产妇在坐月子期间因为中暑，最后不治身亡。 送医时，产妇体温高达
40 多度，心脏和肝脏都有不同程度损伤。 家人解释称，为坐好月子，家
里不开风扇、空调，产妇穿着长袖长裤，还盖被子。 几乎每年夏天，医院
都会收治因坐月子引起中暑的产妇，受到老一辈观念的影响，产妇坐
月子存在一些观念上的误区，而很多土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切忌迷
信盲从。

可惜 长裤长袖捂出热射病

让产妇盖着被子。经过检查，产妇
中暑的程度已属于热射病，她的
心脏和肝脏均有不同程度损伤。
遗憾的是，经医院全力抢救，产妇
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热射病就是最严重的一种
中暑。据悉，“ 热射病”通常发
生在夏季高温同时伴有潮湿的
天气，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
的救治，死亡率高达 50%！这
类患者多见于户外工作者以及
夏季进行剧烈运动的人群。

？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到淄博
人民医院急诊科，值班医生告诉
记者，负责当时救治的医生不在，
自己只是了解简单的情况。据悉，
这名产妇很年轻，20多岁，送来
时呼吸急促，体温高达 40多度，
已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值班医生
称，产妇来时穿的挺多，长裤长
袖。“当时她家里人说，因为是坐
月子，怕落下什么病，就穿得厚一
些。”另外，产妇的家人解释，这期
间，家里坚持不开风扇和空调，还

高
温
来
了
怎
么
办

可叹 每年都有产妇中暑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几乎每
年夏天，医院都会收治因坐月子
引起中暑的产妇，受到老一辈观
念的影响，产妇坐月子存在一些
观念上的误区，而很多土方法其
实是不科学的，切忌迷信盲从。
夏季坐月子应严防室内温
度过高，进而引起高热等产褥热
中暑。要是天气炎热，可以开空
调进行降温，建议温度设置在
26℃以上。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
意，那就是不能对着风口吹。
然而产妇中暑身亡的悲剧
远不止一例……2015年 8月，家
住上海奉贤区的一产妇，在坐月

子期间出现中暑现象，因为家里
处置不当，产妇情况十分危急。
随后，产妇被送到医院救治，最
终经抢救无效身亡，留下了出生
刚十天左右的孩子。
2010年 7月份，潍坊一产妇
凌晨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产
妇脉搏细弱、神志模糊、血压偏
低，处于重度昏迷状态。据她的 人体能忍受
家人介绍，当天是她生完孩子第
六天。为了避免受到风寒，家里 多高温度？
室内平均温度在 36℃左右，产妇
的头脚都捂着，身上还穿着秋衣
秋裤。最终，由于中暑严重，该产
妇不治身亡。

■中暑分 3 类

1 先兆中暑——
—难受

主要是神经系统症状，如头痛、头晕、
恶心、口渴、多汗、四肢无力、精神涣散、反
应迟钝等，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如果出现
以上感觉，你就要需要高度重视啦！应停止
劳动或到阴凉通风处，降温，补充淡盐水。
进食情况不是很好的，则要补充糖盐水。
2 轻症中暑——
—昏厥

轻症中暑则会出现循环方面的问题，
如脉搏增快、晕厥、面色苍白、呼吸加快甚
至出现休克等，这是由于人体大量出汗、急
速喘气又不能及时补充液体导致，这时的
体温一般会升至 38℃。
3 重症中暑——
—要命

重症中暑中最常见的就是日射病和热
射病。日射病大多是野外作业，受到太阳的
过度照射导致。而热射病是因高温引起的人
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
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重症中暑的死亡率可
达 30%，而重症中暑中的日射病和热射病死
亡率甚至高达 50%。由此可见，中暑对人体
据《山东商报》
的伤害可不能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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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危及生命
大脑顾此失彼
汗腺濒临衰竭
多脏器参与降温

汗腺机制立刻反应

汗腺开始启动

为人体最佳感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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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难落实
有人拿不到
各地高温补贴情况调查
热！ 热！ 热！ 12 日入伏以来，全国多地陷入持续“蒸烤模式”，南北
方大范围地区最高气温达 35℃以上。 近期，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
防暑降温措施应对，尤其要求高温津贴要发放到位。 记者调查发现，地
方在政策落实上还不到位， 有一些户外劳动者表示并未拿到高温津
贴，有的地方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

政策 多地下文发高温津贴

根据 2012年出台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
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从 7月 3日
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用人
单位是否遵守高温津贴规定等
内容开展专项检查。与此同时，
河北、福建、天津以及哈尔滨、济
南等地均下发通知要求做好高
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我国各
地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因此，高温
津贴发放的时间、周期、标准并不
统一。在发放时间上，多数省份是
在 6月至 8月或 9月之间，海南
则是从 4月至 10月，福建是从 5
月至 9月。在发放周期上，有的是
按月发放，有的按日计算发放，而
河北省则按照小时计算。
此外，多数地方的发放标准
是每月 200多元，广东为每月
150元，最高的是天津，每月 630
多元。

现状 户外劳动者难拿津贴

记者采访发现，高温津贴不
发放的情况仍存在。在炎热的杭
州地铁 6号线奥体中心施工现
场，记者采访 37岁的宁波人徐
前，他负责现场的挖掘机调度。6
月份，他拿到了 500元的高温津
贴。但是，在同样的工地上，一些
杂工却未领到高温津贴。贵州人
代群是工地的保洁清洁工，她说
并不知道高温津贴如何发放，目
前只有一天领到两瓶盐汽水降
暑。“什么叫高温津贴？没听说

过。”
老段是北京前门大街上的
一名保安，每周工作 7天，一个
月拿 3200元工钱。记者在北京
街头采访了数名建筑工人、快递
师傅、停车场管理员等户外劳动
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没有拿
到高温津贴。有的说不了解相关
政策，有的说知道政策却并不敢
向领导要。在北京西城区某停车
场，一位管理员说：
“给不给还不
是老板说了算。”

难点 发放不按时标准不涨

不按时、不按标准发放高温
津贴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存在。据
了解，2016年夏天，在东部某个
副省级城市的专项检查中，劳动
保障监察部门发现，有的单位高
温津贴没有随 6、7月份的工资
一起发放，而是要等到 9月份集
中发放；有的单位不了解新的高
温津贴发放标准，仍然按照旧标
准进行发放。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
地区的高温津贴标准多年不变，
未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天气
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广东现行
的高温津贴标准制定于 2012
年，每人每月 150元。事实上，早

在 2007年，广东便出台《关于公
布广东省高温津贴 标 准 的 通
知》：室外作业及高温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 150元；非高温作业人
员每人每月 100元。记者对比两
个文件发现，除了将室内外高温
津贴标准调至一致外，津贴标准
始终停留在最高 150元的水平。
“10年前买一瓶矿泉水五毛钱，现
在涨到两块钱。但高温津贴的标准
却一成不变，这不太合理。”广东某
国企员工柳女士说。记者了解到，
湖南现行高温津贴标准制定于
2005年，每人每月 150元；河南
则执行 2008年制定的每人每工
作日 10元的高温津贴标准。

■专家建议

把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写进合同

广东省社科院法律与治理
现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
硕说，有关部门每年都会进行相
关执法检查，建筑、餐饮、快递等
行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应将这些
行业作为重点进行监督检查，严
肃查处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
行为。有专家建议，应该健全、完
善职工高温津贴制度，及时适当
调整高温津贴标准，通过工会等

协助劳动者与企业平等协商，把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等写进劳动
合同。
黄硕表示，高温津贴标准如
何制定和调整，应当举办听证
会，让更多高温下的劳动者参与
讨论，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此外，有专家提出，除了发放津
贴，还应科学调整高温下劳动者
的作息时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