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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呼吸心跳骤停4分钟以上，大脑就会
因为缺血缺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在急救工作
中，如果抢救了30分钟，呼吸、心跳仍一直无法恢
复，就可终止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

7月31日晚，家住渝中区的65岁市民张大爷突
然晕倒，呼吸心跳骤停。幸亏他身边亲人轮流不间
断地给他实施心肺复苏，随后被及时赶到的120救
护车送往市急救医疗中心进行抢救。

经过众人1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张大爷呼吸、
心跳恢复，并恢复意识，目前仍在市急救医疗中心
EICU接受后续治疗。

正确施救赢得宝贵时间
说起这场抢救，市急救医疗中心急诊科主任艾

山木仍心有余悸：“张大爷是我们急诊科近几年心肺
复苏抢救成功患者中复苏时间最长的，从他在家晕
倒家属开始心肺复苏，到120医生接手继续做心肺
复苏，再到我们急诊科医生护士做心肺复苏，其复苏
时间一共持续1个多小时，其间有至少6个人先后
为他做胸外心脏按压。也是幸亏大家接力式的抢救
及高质量心肺复苏，这位患者在复苏后当时就恢复
了简单意识，这是心肺脑复苏成功的典型案例。”

艾山木介绍：“7月31日20点31分，我们接到
120送来的患者张大爷。他当时无意识，口唇发紫，
大动脉搏动消失，无自主呼吸，双侧瞳孔散大，对光
反射消失，肢端冰凉，情况非常危急。”

万幸的是在张大爷晕倒之时，他的家人正好在
身边，其中两人曾接受过正规心肺复苏培训。据值
班医生沈一鸣介绍：“我跟患者家属了解情况时得
知，患者家属中有一人是某医院护士，另一人曾在
部队学过心肺复苏急救，因此在我们抵达之前，张
大爷两名家属轮番上阵，不间断地给张大爷做高质
量心肺复苏，为我们随后的抢救赢得了非常宝贵的
时间。”

现场苏醒堪比奇迹
在进入市急救医疗中心之前，张大爷的家属和

120医生已经对他进行了不间断地心肺复苏。送入
抢救室后，值班医生和护士继续进行一系列抢救。
据艾山木介绍：“当时我们一共有6名医护人员参与
抢救，有人负责指挥，有人负责气道，有人负责交替
按压，有人负责监护及用药，有人负责记录……这样
的场景经过无数次的演练与实践，大家有条不紊地
分工合作。结果及时有效开放气道，并快速建立好
静脉通道，保障静脉用药。”

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在抢救室里的抢救居然持续
了54分钟。

一般常规的心肺复苏，如果患者在抢救室经过
抢救30分钟后，依旧一直没有呼吸和心跳，都会停
止抢救。为何张大爷的抢救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张
大爷的主管医生白伟志解释：“主要是因为张大爷在
抢救期间通过气管插管、辅助通气、胸外心脏按压和
注射肾上腺素后，心电活动并非完全没有，其间还持
续存在一段时间的室颤，我们不得不在持续胸外心
脏按压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帮他电击除颤，同时间断

注射肾上腺素等药物。”
为了解决室颤的问题，沈一鸣在电击除颤后还

使用了胺碘酮，终于在7月31日21点25分，张大爷
恢复了心跳，甚至还清醒了过来。

考虑到呼吸、心脏骤停可能导致脑部水肿，仍需
要后续加强治疗，急诊科医务人员给张大爷戴上了
冰帽，随后送入EICU接受后续诊治。

高质量心肺复苏是奇迹关键
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在家属、医务人员抢

救1个多小时后，居然能恢复呼吸心跳并苏醒过来，
艾山木坦言：“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抢救，每个环节都
很重要。持续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借此保障脑组织最
起码的血氧供应，减轻大脑缺血缺氧性损害。通过按
压、通气及静脉给药，心脏电活动恢复；通过电除颤及
静脉给药协同作用，消除室颤，恢复正常心跳。当然，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张大爷晕倒的第一时间，他家
属做了心肺复苏，黄金4分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张大爷这个病例，艾山木直言，心肺复苏中
早期目击者持续胸外心脏按压意义非常重大：“从我
们急诊科接收的心跳骤停患者来看，只要第一时间
有人做了心肺复苏的，心脏复跳的成功率就要远高
于身边没人做心肺复苏、等待专业人员到达后才启
动心肺复苏的。”

艾山木表示：“只要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
失、没有反应，目击者立即进行高质量的胸外
心脏按压才是最重要的。按压的部位是男
性两乳头连线的中点，按压深度至少5厘
米，按压频率要达到每分钟100-120次，按
压尽量不要中断，直到120医护人员到场接
手方能为止，这将极大提高院外心跳骤停患
者复苏的成功率。”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市急
救中心供图

●龚雪平、叶义伦遗失其子叶其皓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Q35014150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教育发展基金会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500000MJP557313N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小南村回龙桥村
民小组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永川支行南大街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16030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京宏源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590523468N）拟将注
册资本由89720.00万元减少至67500.88万元。请债
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京宏源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公告：重庆市骏宇运输有限公司注销下列车辆行驶证
和车辆号牌：渝GB2960、渝GB2511、渝GB2577、
渝GB2631、渝GB2698、渝GB2709、渝GB2809、
渝GB2859、渝GB2855、渝GB2839、渝GB2858、
渝GB3110、渝GB3108、渝GB3129、渝GB3158、
渝GB3061、渝GB3287、渝GB3396、渝GB3398、
渝GB2571、渝GB3682、渝GB3002、渝GB0821、
渝GB3800、渝GB3857、渝GB0801、渝GB3985、
渝GB5015、渝GB5019、渝GB5035、渝GB5187、
渝GB0981、渝GB5238、渝GB1077、渝GB5037、
渝GB1109、渝GB5013、渝GB5338、渝GB5071、
渝GB1666、渝GB1631、渝GB2786，特此声明。

寻亲启事
吴诗涵（女）于2018年2月2日下午17时左右，在
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光明村村道桥下面边捡到一
名弃女婴，无法确认身份，一直寄养在拾捡人吴勇
家中，现请弃婴的亲生父母见报后前来认领。

联系人：吴勇15826400999

彭水县昌荣矿业有限公司60kt/年重晶石综合利用
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和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接：http://www.pstcw.net/forum.php?mod=
forumdisplay&fid=45（如需纸质版请致电索取或
到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二、征求意见
的范围：可能受项目影响或关心项目的所有公众。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
载意见表并填写意见，或电话向建设单位实名反馈相
关意见。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8月3日
~2021年8月17日。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李生，
电话：17783155275。环评单位：邓工81909743@qq.
com,电话：023-68718117 彭水县昌荣矿业有限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登报声明
韦良波（身份号码：50038419870425****）员工，

因你2021年7月20日未经批准未回单位工作，无故
旷工至今，并与本单位失去联系。根据《劳动合同法》
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单位对你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
定。经多次与你联系未果，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7天内到单位人事部办理自动离职相关手续。逾期
后果自负。联系电话：13212473078特此通告送达。

重庆市庆岩建材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债务债权公告
我公司承建宜宾恒旭置地有限责任公司

恒旭国际大酒店室内装饰（第三标段）工程，该
工程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现对恒旭国际
大酒店室内装饰（第三标段）工程项目部及项
目部经理在承包施工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
请存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企事业单位 及自
然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合法手
续到我公司财务部进行登记。如逾期，按自动
弃权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电话023-68677505，023-68824249
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021年8月4日

重庆广佳物流有限公司渝 D34636 营运证
500222083507遗失。重庆市涪陵区骏熹物
流有限公司渝G17027营运证500102014802
遗失作废。重庆成路物流有限公司渝G18035
营运证500102013546遗失作废。

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澄清函暨声明
致各业务单位：近期，我司发现相关单位和个人
以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名义给贵司发送
的《变更申请表》、《变更函》以及《重庆市劳力丰
弹簧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函》等文件，该等函件系
有关单位和个人擅自发送，现我司对有关情况
澄清如下：我司名称等信息从未发生变更，现我
司仍在正常经营；我司从未将业务转移给重庆
市宙晖弹簧有限公司，全部业务由我司继续自
主开展；经我司初步了解，该函系我司股东陈太
红未经股东会及公司有关机关决议，擅自使用
公章转移业务，该行为已严重损害我司利益，我
司已启动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法律责任的程
序；我司在此澄清：相关单位和个人以重庆市劳
力丰弹簧有限公司名义给贵司发送的《变更申
请表》、《变更函》以及《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
公司名称变更函》等文件及其内容均属无效，请
各业务单位继续按与我司有关约定向我司履行
付款等合同义务；对各业务单位向重庆市宙晖
弹簧有限公司支付应付我司款项，我司均不予
认可，请各业务单位立即停止并及时收回向重
庆市宙晖弹簧有限公司付款，在我司与相关单
位和个人争议解决前，务请各业务单位暂不与
重庆市宙晖弹簧有限公司签订与我司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合同，否则后果自负。顺祝商祺！
重庆市劳力丰弹簧有限公司 2021年8月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开跑者贸易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唐思宇、罗志
文、罗富谋、王建、项明、冷明键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1260-1264、
1368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4日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编号:2021-001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记，根据《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
例》第四十二条，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
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重庆
市两江新区加工区一路7号政务大厅2号楼(两江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方式:唐老师63395628
用途

房屋用途：成套住宅

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序 号 1
权利人 杨志国
不动产

权利类型 土地房屋
不动产单元号 /

备 注 /

不动产坐落
原房屋坐落：江北县龙兴镇石
塔村4社半边街22号
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坐落：江北
县龙兴镇石塔村4社
现派出所坐落：重庆市渝北区
龙兴镇半边街18号

不动产面积
房屋建筑面积：83m2

（最后以实测为准）

宗地面积:34.4m2

公告单位：重庆两江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8月4日

金载公司渝BQ1755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汇升物流公司
渝A91838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市綦江区金福商贸有限
公司渝 A92635、渝 BV9329、渝 BU1718 营运证遗失作
废。宏锦公司渝BZ1195营运证 500110060014遗失作
废。华青公司渝D13257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鸿漉贸易
有限公司渝BN2832、渝BQ5067、渝BQ7198、渝BQ2753、
渝BR6656、渝BR6668、渝BR6675、渝BR9122营运证注
销。重庆鼎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0237、渝BL9126、
渝 BL9200、渝 BN3068、渝 BN6769、渝 BN2331、渝
BN2619、渝BN6922、渝BN6926、渝BU8197、渝BS7706、
渝BU0925营运证注销。重庆朗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J3230、渝BJ3707、渝BJ8293、渝BQ2682、渝BQ8530、
渝 BQ2531、渝 BQ3057、渝 BR7819、渝 BR7086、渝
BS3785、渝BS5138、渝BR9113、渝BS5377营运证注销。

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5A196 渝B6A077渝B6A637渝
B5A839 森勃长寿分公司渝 BY7835 渝 BY8072 渝
B9A859渝BP6390渝BP6829渝B76125渝BP6538渝
B97735,渝BP6358, 光银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97119,
渝B072M6,光银长寿分公司渝BM2597. 綦江区发家致
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D59366. 以上车辆与公司失去
联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批车辆多年未参加年度检验及
保险，未交回行驶证，营运证，牌照，登记证书，请车主见
报之日三日内与公司联系，自登报起该车牌证公告作废
并注销营运资质，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
担。同时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告知挂靠实际车主在
见报后十日内与我司联系，逾期则双方的车辆挂靠合同
关系自动解除，对应车辆将做灭失处理，并注销，该车产
生的交通事故和法律责任等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
担！森勃汽车运输公司 渝BR2632,营运证遗失作废。
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渝BP6151营运证
遗失作废。光银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渝
BF8788营运证遗失作废。上航物流公司渝B2515挂
（500110029447）渝BR7682（500110015356）渝B9575
挂（500110041200）渝BR8758（500110072283）遗失作废。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遗失重庆钰甲塘甲鱼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代
码93500223MA608AKE0C及公章、财务章、私章、合同章作废●遗失高雨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28981作废●遗失高梓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058372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两江新区支公司保险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203130,号码08813102作废●刘万均渝A5MT80道路运输证500109022253遗失声明

▲张大爷在EICU接受后续治疗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老人呼吸心跳骤停
抢救1小时苏醒

一盘隔夜菜，放倒了老大爷，不仅让他腹泻三天，
更引发急性肾衰竭。近日，湖北一位老大爷吃了前一
天剩下的苦瓜炒肉引发急性肾衰竭，这引起广大网友
的关注，尤其是喜欢带便当的上班族。便当算不算隔
夜菜？隔夜便当该怎么保存？怎么做才更健康？

上班族热衷带便当
27岁的刘亚勋在两路口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上

班，最近她留意到网上吃隔夜饭菜引发疾病的消息，
“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我就经常带隔夜便当上班，隔
夜饭菜还能吃吗？”她说，自己也曾点外卖，在外面
吃，但过期食材、卫生条件等问题让人头疼，身不由
己，只能自己头天晚上做好便当。

健康还节约钱是许多人热衷带隔夜便当上班的
一个重要原因。25岁的周小红在一家新媒体公司
做编辑，她认为，自己带饭确实更健康，单位食堂、餐
馆和外卖的饭菜大都偏咸、偏油，品种单一，蔬菜基
本没有或很少，长期吃这样的饭菜，再加上久坐少
动，会大大增加得慢性病的风险。

便当属于隔夜饭菜吗？
重庆医科大学消化内科专业博士秦君表示，传

统意义上理解的隔夜菜，顾名思义，就是放了一晚上
之后的蔬菜，其实对于隔夜菜的定义，不是被放一晚
上，而是只要放置达到5~8个小时，就可称之为隔
夜菜。

“如果是头天晚上做的便当，那当然属于隔夜
菜，如果是第二天一早做的，那算是较为新鲜的。”秦
君表示，便当在放置的过程中，这些被烹饪好的菜，
会产生细菌。有人认为，放在冰箱就可防止细菌的
滋生，其实只是滋生的少一些罢了。

隔夜便当还能吃吗？
“事实上，隔夜便当中，有些饭菜是产生过大量

细菌的，是否能吃，要看是什么食材，时间隔了多久，
在什么条件下保存储藏，第二天是否经过重新加
热。”秦君表示，这些都需要视情况而定，一般只要保
存得好，是可以吃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三类隔夜菜要提高警惕。第
一类是菌菇类，常常食用的金针菇、香菇等，放置七
小时左右的时候，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为了身体健
康，切不可放置时间过长。第二类是茎叶类蔬菜，长
时间放置，也会产生细菌，同时营养也会流失；第三
类是海鲜，长时间放置容易变质。

隔夜便当，怎么做才更健康？
秦君说，隔夜的便当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细菌微

生物的滋生，蔬菜中亚硝酸盐超标，以及营养流失。
“只要食材新鲜，保存时间不太长，充分加热，相比于
吃一些高油高盐不均衡的食物，隔夜便当还是好很
多。”那么，我们怎样做才会让隔夜便当更健康呢？

第一，保证头一晚做的饭菜，在食材选择上足够
新鲜，凉拌菜最好不要隔夜吃。

第二，烹饪时候选择快炒、蒸、微波炉等方式，尽
量减少加热时间，可以降低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损耗。

第三，饭菜入盒时，尽量分装，混装有的菜产生
细菌较快，影响其他食材。

第四，趁饭菜还是热的，将便当盒立即放入冰
箱，使得便当盒形成负压从而密封更严实，减少微生
物的入侵。

第五，便当放置时间越长，食物越不健康。硬要
设置一个时间的话，建议在8小时以内食用。

第六，吃便当前，充分而不反复加热，特别是鱼、
肉类，微波炉加热建议中高火至少3分钟，隔水加热
建议煮沸10分钟。

隔夜便当这样做更健康

1、中餐主食最好选米饭，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碳水，也可以选馒头、面包等。
2、便当一定得荤素搭配，这样营养会更均衡，肉类尽量选择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少的牛羊肉、鸡肉。
3、素食类不宜带绿叶蔬菜，经微波炉加热或存放的时间过长，素菜

中的硝酸盐会被还原成有毒的亚硝酸盐。
4、自带菜要做8分熟，才能避免微波加热营养损失。而且要讲究烹

饪方法，适合微波炉加热的是蒸、红烧、炖等。
5、水果是便当中的必备食物之一，苹果、香蕉、圣女果

等，它们可以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丰富的膳食纤维。
6、注意储存时间和温度，最好早晨制作便当。
7、吃便当前加热透彻，以便杀菌消毒。
8、时尚环保的便当盒很重要，建议选择可进微波炉的

玻璃饭盒或陶瓷饭盒。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郎建荣

带便当的八个小建议

支招

了解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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