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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动脉
硬化、静脉炎病史的老年人，易激
发心梗、脑梗、肺梗，导致猝死。

2.心肌炎、心肌梗塞病后1月
以内，脑血管意外病后2周以内和
恶性高血压患者。

3.预产期在四周以内，或预产
期不确定但已知为多胎分娩或预
计有分娩并发症者。

4.出生7天以内的婴儿。
5.严重肺结核空洞、肺功能不

全的肺心病、先天性肺囊肿。
6.近期患自发性气胸的病人或

近期做过气胸造影的神经系统病
症的患者。

7.严重中耳炎，伴耳咽道堵塞。
8.急性鼻窦炎、固定下颌手术

者。
9.大纵隔瘤，特大疝肿及肠梗

阻的病人；头部损伤颅内压增高颅
骨骨折者。

10.患有脊髓灰质炎的病人，延
髓型脊髓灰质炎患者。

11.带有严重咯血、吐血、出血、
呕吐及呻吟症状的病人。

12.近期做过外科手术，伤口尚
未完全愈合者。

13.癌症晚期患者。
14.重症贫血者。
15.患有传染性疾病；面部或身

体外部严重损伤，容易引起其他旅
客不安者；有特殊恶臭、或外形怪
异、或有特殊癖好，可能引起其他
旅客厌恶者。

16.有攻击行为的精神病患者、
无医护人员陪伴的癫痫病患者。

17.某些需要进行紧急医疗处
置的疾病，在乘机前无医师许可证
明和医护人员护送者，以及可能受
到航空负荷影响，在航程中出现恶
化者。

线索提供：申二亮

出游坐飞机 防患出“万一”

17种情况不宜乘机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施书芳 文图

阅读提示 即将开始的国庆黄金周，将是一个旅游高峰，乘坐飞机出游的旅客将会出现
井喷式的增长，对于有相关病史的旅客以及乘坐飞机前出现意外身体不适的旅客来说，掌
握一些民航急救常识甚有必要。

记者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急救中心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该急救中心紧急救治了60
多名身体突发不适的乘客，其中有5个航班因需要急救旅客而备降郑州。在这5起备降
中，突发不适的乘客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既有病史，乘客的年龄以中老年居多。备降郑
州后，郑州机场立即启动卫生急救快速反应机制，医务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给予急救，为
下一步诊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该急救中心提醒乘客，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乘坐飞机出
行前，最好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掌握一些航空医疗急救常识，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
地保护好自己。

根据今年暑运期间郑州机
场急救中心处理的乘客突发身
体不适的诸多案例可以看出，
三类突发情况最为突出。

第一类是旅客本身就有相
关病史。如7月27日晚，一航
班降落郑州机场后，一旅客出
现胃部持续性疼痛，阵发性加
剧，该旅客既往有浅表性胃
炎。8月底，在郑州机场候机
楼4号门口，有一旅客身体感
到不适，出现心慌，胸闷。郑州
机场急救中心立即对此旅客进
行急救，后经了解，该旅客1年

前进行过房缺修补术。有的乘
客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
乘机时精神紧张造成身体不
适，因此影响了自己的出行计
划。

第二类是旅客在乘机前就
感到身体不适，但未咨询医务
人员，登机后很快感到不适加
重，无奈取消出行计划。今年
8月中旬，郑州飞往广州的一
航班上，有一旅客在飞机上出
现胸闷气短、四肢无力、呼吸急
促等症状，机组人员给予吸氧
后情况缓解。

第三类是旅客乘飞机前偶
发意外。7月8日上午，一老年
乘客在郑州机场登机前不慎划
破左脚小指，郑州机场急救中
心立即给予止血、包扎。今年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飞往南京
的一架航班，经停郑州机场起
飞后，因有一旅客四肢麻木、伴
胸闷10分钟而返航。经郑州
机场急救中心诊查，该乘客在
乘机前饮酒较多，飞机准备起
飞时出现四肢麻木、胸闷，被抬
下飞机后送往医院检查和治
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飞机
旅行。记者从郑州机场获悉，
有不少人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体
健康状况是否适合乘坐飞机，
或者是故意隐瞒自身疾病乘
机，以至于航班因旅客突发疾
病返航或紧急备降的情况时有
发生，有时甚至于延误了最佳
的抢救时机，并给航空公司、机
场以及其他旅客带来了不便。

游客患哪些疾病时不宜乘
飞机？郑州机场急救中心医务
人员提醒，判断患病旅客是否
适应空中旅行，应考虑的主要
因素是大气压力的变化和随之
出现的氧气张力的变化对患者
的影响。作为旅客，要有乘机

的风险防范意识，要明白哪些
疾病不能乘坐飞机。

郑州机场急救中心医务人
员介绍，有17种情况者均不宜
乘机旅行，需要格外慎重，主要
有：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动
脉硬化、静脉炎病史的老年人，
易激发心梗、脑梗、肺梗，导致
猝死；预产期在四周以内，出生
7天以内的婴儿；严重的中耳
炎患者；近期做过外科手术、伤
口尚未完全愈合者；癌症晚期
患者；传染性疾病患者；有攻击
行为的精神病患者等。

“今年7月30日，一位患
脑梗多年的高龄乘客，乘机时
被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异
常。为保障这位老年人的安

全，航空公司婉拒其乘机。”郑
州机场急救中心的医疗专家介
绍说，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
客、行李国际运输规则》，承运
人认为旅客的行为、年龄、精神
或者健康状况不适合旅行，或
者可能给其他旅客造成不舒
适，或者可能对旅客本人或者
其他人员的生命或者财产造成
危险或者危害，承运人有权拒
绝运输旅客及其行李，由此给
旅客造成的损失，承运人不承
担责任。“所以当您患病又急需
乘坐飞机时，首先要弄清您的
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合乘坐飞
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
损失。”郑州机场急救中心的医
疗专家提醒旅客。

旅客已经到郑州机场，或者乘
坐的飞机已经起飞，如果自己身体
突然出现不适的情况，该怎么办？
郑州机场急救中心专家提供了多
种方法：

乘坐飞机出行时，如果乘客患
有不适合民航医疗要求的病史，最
好咨询医务人员，根据医务人员要
求携带必要的药物，掌握基本的医
疗知识。

游客已到机场，在飞机没有起
飞前，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请拨打
郑 州 机 场 急 救 中 心 电 话
0371-68519120进行求助。机场
急救中心多部急救车辆全天24小
时在停机坪、航站楼待命，可在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治病患旅客。

如果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
身体不适，要及时向空乘人员求
助，为治疗争取时间，且莫硬挺。

三类突发情况最为突出

17种疾病需重点盯防

突发不适该找谁

附：不宜乘机的17种情况

郑州机场急救人员在执行急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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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磁王磁铁厂价
13137158563、66999250

锅炉水暖

天津市金利鑫
达、夏星散热器
铜铝复合、地暖管钢50.60.70
双搭0371-56707908 53754996求 职

●会计师求兼职 15517559996
●工民建、总工 18703865213

培训招生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211 高 校 研 究 生 含 MPA
招生咨询 18737188226

招 聘

●幼儿园园长助理13837108928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注册公司 18539578966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工程资质代理1509328144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超低价办公司86107188

●工商注册记账13838566531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房地产低价快办56752288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代理记账 13253362163王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超低快办公司 63702222
【总承包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30333
机电◆石油◆化工 63863366
■办安防65675361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86107088
资质升级

专业二升一，成功再收费

房建●市政 15237179988
钢结构 0371-56660707

快办公司资质
快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大员技工证66364266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地市专办■
建筑●市政●机电86099088
消防●照明●承修86099688
钢构●防水●环保86099288
房地产●园林●物业86099188
土石方●地基●劳务86099988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8、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