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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鑫） 暑
假期间， 放飞的孩子们没有了
学校院墙的保护， 面临的各种
安全风险也大大增加。 尤其在
日常的交通出行中， 安全意识
相对薄弱的儿童很容易遭遇到
各种伤害。 7 月 8 日， 湖南省
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提醒广大
家长提高警惕， 儿童暑期交通
安全容不得马虎大意。

儿童乘车
多一个也不行

有关报告显示， 随着家庭
用车的普及 ， 2013 年之后 ，
儿童乘坐机动车造成伤害的比
例逐年上升， 而这与安全意识
薄弱、 乘车习惯不佳直接相
关。

7月 4日晚， 一黑色小车涉
嫌超员被执勤民警查获。 经查，
该车核载 5 人， 实载 8 人， 其
中 7人为 13周岁以下儿童。

很多私家车驾驶人认为，
小孩个子小、 体重轻， 多一两
个不算超员， 上路也不一定被
民警查获。 实际上， 根据交通
安全法规， “超员” 仅与车内
人员数量有关， 与乘坐人员的
高矮、 胖瘦、 年龄均无关系。
高速交警提醒： “只要车内乘

员大于行驶证核载人数， 就属
于超员， 即便多出来的只是一
个被父母抱在怀里、 连座位都
不占的婴儿。 任何驾驶人都不
要抱有侥幸心理， 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 将追悔莫及。”

安全座椅
儿童乘车不能少

近日， 省高速公路交通警
察局常德支队民警在对一辆 7
座小型客车进行检查时， 发现
车辆后座竟被布置成了一张
“婴儿床”， 一名 6 个月大的婴
儿平躺在上面， 边上还放有一
些玩具， 婴儿没有任何保护措
施。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乘
客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很
容易被甩到车外， 尤其低龄儿
童更容易受到伤害。 因此， 孩
子的安全座椅十分重要。” 民
警介绍， 当汽车以 50 千米/小
时的速度发生撞击时， 10 千
克重的儿童产生的冲击力可超
过 400 千克。 高速公路
上发生意外， 巨大的冲
击力会使孩子像 “炮
弹” 一样向前飞出去，
光靠成人双手的力量完
全不可能抱得住。 高速

交警部门提醒， 家长应为低龄
儿童选购合格且合适的儿童安
全座椅， 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此外， 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
人不要坐副驾驶位， 坐后排也
要养成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

危险!
孩子误入高速“玩闹”
近日， 高速交警部门在视

频巡查时， 发现京港澳高速宜
章收费站出口处， 几名小学生
正横穿高速公路嬉戏， 着实让
人捏一把汗。

“高速公路是供机动车高
速行驶的道路， 行人是不允许
进入高速公路行走的。 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 行人所受的损害
也往往是最严重的一方， 而且
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交警提醒， 学校和家长要加强
对儿童的交通安全教育； 家有
孩子的驾驶人在保证行车安全
驾驶的同时， 也要培养孩子的
文明交通出行意识。

������本报讯 （魏闻） 今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7 日， 湖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收到有毒蘑菇中毒事件报
告 88 起， 死亡 10 人， 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 150%。 7 月 8 日， 湖南省食安办邀请专家举办
“毒蘑菇” 专题科普活动， 提醒大家野生蘑菇不能
乱吃。

“当前正是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的高峰期，
要引起高度重视。” 湖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梁
进军介绍， 根据省疾控中心监测， 今年， 湖南省误
食有毒蘑菇中毒事件主要发生场所为家庭、 宾馆饭
店和单位食堂， 其中， 家庭为主要场所。 在全省发
生的 88 起中毒事件中， 81 起发生在家庭； 10 起中
毒死亡事件全部发生在家庭。

“农村中老年是重点人群。” 梁进军说， 农村
中老年人缺少对剧毒蘑菇的鉴别能力， 误食中毒的
情况时有发生。

据湖南师范大学真菌研究室的调查显示， 在湖
南省， 有毒蘑菇种类达 30 多种， 可产生 7 种不同
的中毒症状类型。 其中， 80%以上的中毒起数、 中
毒人数和死亡是由误食鹅膏菌属的种类所引起， 而
灰花纹鹅膏菌、 裂皮鹅膏为 “罪魁祸首”， 被业界
称为 “杀人狂魔”； 其次是亚稀褶红菇。

如何辨别有毒蘑菇？ “凡是 ‘头上戴帽、 腰间
系裙、 脚上穿鞋’ 的蘑菇肯定有毒。” 陈作红教授
说， 头上戴帽指有菌盖， 腰间系裙指有菌环， 脚上
穿鞋指有菌托， 这类蘑菇千万不能采食。 如果误食
了有毒蘑菇， 一定要及时到大医院就诊。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富强） 近日来， 湖南多地因
连降暴雨遭受洪涝灾害， 湖南省疾控中心 7月 9日发
出提醒， 洪灾期间， 群众要注意预防多种传染病。

遭遇洪灾， 首先要预防的是肠道传染病， 如霍
乱、 伤寒、 痢疾、 甲型肝炎、 手足口病等。 人畜共
患疾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是洪涝期间极易发生
的， 如鼠媒传染病： 钩端螺旋体病、 流行性出血热
等。 洪灾过后还可能患皮肤病： 浸渍性皮炎、 虫咬
性皮炎、 尾蚴性皮炎等。

疾控专家提醒， 肠道传染病的预防首先要做好
饮用水源保护， 搞好饮水卫生， 要推行用漂白粉或
漂白粉精片对饮水进行消毒， 确保受灾群众喝上合
格饮用水。 其次病人及带菌者隔离治疗与预防性服
药。 对厕所和病人呕吐物、 地面、 衣物等进行严格
消毒。 再次注意饮食卫生， 做到不吃腐败变质的食
品， 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 不吃霉烂变质的粮食，
不生吃海水产品， 不喝生水， 生熟食品要分开， 食
物要煮熟煮透， 不使用污水洗瓜果、 碗筷。

洪水退后， 水淹地区的村庄和住户必须进行彻
底的室内外环境清理， 及时清除处理垃圾、 人畜粪
便， 开展内外环境消毒和卫生处理工作， 做到洪水
退到哪里， 环境清理就搞到哪里， 消、 杀、 灭工作
就跟到哪里。

�������7月 7日， “2019百名中国台湾大学生湖湘文化研学营” 的学员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参加研学活动， 感受和体验中医药优势和独特魅力。 学员们观看了由医院医护人
员带来的中医传统运动项目八段锦展示， 并观摩耳穴疗法、 虎符铜砭、 盘龙周天灸、 头部刮
痧疗法等中医特色技术的操作方法。 图为部分学员在药师指导下学习常见中草药的辨识方
法， 并学习如何使用戥秤。 通讯员 胡翠娥 摄影报道

中国台湾大学生感受中医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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