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7日讯 今天中午，在香樟东

路一间汽配店前， 一台停在店子门口修理

的货车突然向前滑行， 汽配店的老板娘抬

手挡车被推到墙角，当场顶死。

记者随后赶到这家汽配店。汽配店的

老板、死者的丈夫泛着泪水坐在旁边。夫妻

俩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孩子喊了一声“妈

妈”，围观的人心都碎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闯祸” 的是一辆蓝

色翻斗货车，车头贴到了汽修店的墙上，前

挡风玻璃已经破碎。 目击者说，“中午的时

候老板出去买配件，留了一个学徒在修车。

没多久车子突然向前溜了出去。”老板娘坐

在店门口， 发现车子向店里滑行马上站在

车前抬手去推，试图阻挡。可是由于车身太

重，加之店门前地面有一定坡度，强大的惯

性将她硬生生推到墙角，“人被顶到墙上都

没怎么挣扎，一会就没呼吸了。那学徒跳下

车都被吓懵了。”

事发后，交警已赶到现场进行处置，货

车车主和修车的学徒也被带离现场做进一

步调查。■记者 黄磊 实习生 王虹 康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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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晾衣晒被看似小问

题，在城市小区却成了大难题，当“晒被

权”遭遇“禁晒令”，这一对矛盾到底能否

化解，又该如何化解？

湘江世纪城，长沙最大的楼盘之一，近

日，业主和物业为“晒被子”展开了一场拉

锯战： 一边是物业拉横幅禁止业主随意晾

晒，一边是小区随处可见的“乱晾晒”现象。

【目击】物业拉横幅难阻“乱”晒被

家里不方便晒被子，物业又不允许在

小区里晒，那该怎么办？近日，湘江世纪城

业主们在一房产网站的论坛炸开了锅，业

主“rose00111”发布的一篇图文并茂的帖

子称“物业拉横幅，提醒业主勿晒被子在

草坪上”，帖子引来上千次点击，并有数十

名业主网友留言，或认同，或不满。

上午10时许， 记者来到湘江世纪城。

在揽江苑西门段沿江风光带，一条禁止业

主随意晾晒的横幅就挂在两树之间。再往

北走100米及200米处，记者又相继看到了

另外2条“禁晒”横幅。然而就在横幅不远

处，就有业主在两树之间牵了绳子，晒了

被子、床单、衣物等。

记者随后进入小区，小区内同样挂了

“禁止随意晾晒”的横幅。但是，记者沿着

小区揽江苑、望江苑、咏江苑、悦江苑等楼

栋走了一大圈发现，小区里“随意”晾晒的

现象并不少。 在悦江苑6栋、 咏江苑12栋

前，就分别有业主将被子搭晒在绿化带的

体育器材上；在悦江苑3栋、咏江苑8栋前，

就有被子、 床单等物晒在两树间拉的绳

上；在咏江苑10栋2单元，有业主干脆直接

将晾衣架搬到绿化带晒衣晒被。

【呼吁】物业应寻求根本解决之道

咏江苑8栋1单元的何阿姨对物业推

出的禁晒令并不买账，“沿江风光带不准

晒，小区里面不准晒，还不准在阳台外装

伸缩晾衣架晒， 那衣服被子总不能不晒

吧！”何阿姨说，尽管房屋南边有阳光，但

阳台小，且用玻璃进行封闭，根本无法晒

被子。

湘江世纪城业主论坛上，网友“文达

西”发言道，物业不应仅仅呼吁业主不要

乱晒， 而应提供让业主晒被子的地方，才

能解决根本问题。

【纠结】开放天台晾晒区又遭遇异议

湘江世纪城的世纪金源物业一名工

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奈，“小

区作为文明创建的一个重要窗口，十分讲

究整体形象。”不过，该工作人员也表示，

考虑到业主的实际需求，物业还是做了一

番部署，“每一栋都设了楼长，负责天台通

道的开关，业主如果想晒被子可以电话通

知楼长来开门，随叫随到。”

即便如此， 小区业主依然存有异议。

家住望江苑2栋2单元26楼的罗奶奶就向

记者反映， 有次通知楼长来开门晒被子，

约好10点来，先是推到下午2点，结果硬是

等到下午4点，“太阳都下山了， 还能晒

吗？”罗奶奶很气愤，她认为，物业完全可

以开放天台让业主晒被子，但一定要完善

防护设施，保证业主安全。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贺艳花

痛风 降尿酸防复发 喝[兰葛降酸茶]

��������痛风是由高尿酸引起的，人体如果长

期处于高尿酸状态，痛风就会频繁发作。欲

避免痛风反复发作，间歇期降酸是关键。

武汉研制生产出一种供痛风人群间

歇期专用的降酸茶 -[兰葛降酸茶]。该茶由

冬虫夏草、葛根等药材精选配伍而成,能全

面纠正嘌呤代谢紊乱，溶解尿酸结晶，促进

肾功能，不仅降酸效果好且可放心服用。坚

持服用 ２个月，大多数患者尿酸可降为正

常（顽固者长）；继续服用，尿酸更加平稳，

能有效防止痛风复发。 [兰葛降酸茶]尤其

适合痛风经常发作， 应酬多和肾功能下降

的人使用。

咨询：0731--86733671市内免费送货。

全国免费邮寄【货到付款】特惠：买五赠一

地址：长沙:东塘楚仁堂 平和堂 王府

井大药房 火车站阿波罗药柜 火车站仁

寿堂 红星步步高药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

药柜 好又多药号凌霄路楚仁堂大药房

株洲 :贺家土健康堂 湘潭 :福寿堂（韶山

东路四中对面） 益阳 :平和堂大药房（电

话 4208218） 常德战备桥大药房 岳阳 :九

龙对面为民药店 土桥友谊药店 衡阳:国

兴大药房 邵阳 :宝康药店 娄底：清泉大

药房 宁乡：开发药号 望城：工农大药房

浏阳仁济药房

湿疹皮炎、荨麻疹顽疾易反复发作，皮肤红肿、破烂、瘙

痒疼痛难堪，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在诊断及治疗上极为棘手，

困扰着临床医生。“自体免疫疗法” 从根源上针对接触性皮

炎、特应性皮炎、医源性皮肤等多种类型湿疹皮炎的治疗是

姜主任的拿手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湿疹皮炎、荨麻疹患

者即将告别疾病的困扰。

备受全国关注的姜氏“中医自体免疫疗法”核心人物姜主

任将在 4 月 29 日至 5 月 20 日在中科现场为湿疹、皮炎、荨麻

疹患者康复指导治疗。

湿疹皮炎、荨麻疹折磨你痛苦吗

“自体免疫疗法”—7副中药显奇效

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来诊请预约：0731--84896733

治愈牛皮癣 病好再付款

牛皮癣被当今医学界称为“不死的癌症”是因为它的康复始终是医学

上的难题， 牛皮癣如影随形， 使患者用药好转———停药复发———再治

疗———再复发的恶性循环，给患者造成沉重的思想负担。

万物相生相克, 河北国防现代医学院牛皮癣治疗中心与中国生物基

因研究院针对牛皮癣的发病机理和气候与环境等原因，以祛风止痒、扶正

固本、凉血养血、清热解毒、调节免疫、调、治、养深层护理的中药制剂，治

疗牛皮癣并抑制复发的最新药物。“奇草克银丹”的新药问世从此结束牛

皮癣不能治愈的历史。 无论患病时间长短，病情多重，服药 5--8 天达到

明显效果，一般三疗程左右即可痊愈。

本院为让这一科研成果造福于民，特举办“献爱心，送健康”大型免费送

药活动，特为外地不便前来就诊的患者开设邮寄业务。 只需来信、写清病情、

年龄、地址、邮编、电话，我院收到信件后即可免费为您邮药，病好再付款。

如有不明之处请拨打 24小时专家咨询热线：

联系电话：

0311-87691120� 13582363616

�（可发短信）

来信地址：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8号（河北国防现代医学院 ）

联系人：林新 网址：www.gfnpx.com� � � �邮编：050000

《“晒衣权”遭遇“禁晒令”》后续

物业拉横幅难阻业主“乱”晒被

湘江世纪城业主与物业打起“晒被拉锯战” 如何破解征集好点子

小区要整洁美观， 生活权利要保障，看

似简单的晾衣晒被小问题， 没想到却引出这

样多的讨论。在真实而琐碎的日常生活面前，

我们是选择方便自己还是顾全大环境？ 能否

找到什么两全其美之策？你有啥好点子，可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来策策。

征集好点子

用手挡货车，老板娘被顶死

5月17日，长沙市湘江世纪城，江边绿化带上还是晾着不少私人衣物。 傅聪 摄

5月17日，长沙市香樟东路一汽配店，“闯祸”的蓝色货车。 记者 伍霞 摄

本报5月17日讯 高薪招聘小车

司机，应聘者见不着招聘人员，却被

要求先买300元的移动充值卡，并

提供出充值卡密码。今日上午，长沙

市民王先生差点掉进了这样的一个

陷阱。

大约一周前， 王先生在开心网

上看到了一个招聘小车司机的广

告， 因为上面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晚

上八点到凌晨一点， 与自己的正常

上班时间不冲突，而且酬劳不菲，他便和

对方取得了联系，表示想去试试。

今天上午， 王先生如约来到指定的

碰面地点紫东阁华天酒店前面。 不料对

方一直没有露面， 却要求王先生首先购

买三张面值100元的手机话费充值卡，并

要求他告知密码， 碰面时双方以卡号和

密码为“接头暗号”。在购买充值卡后，王

先生觉得不对劲， 向周边报刊亭一打听

才知，原来很多人因此上当受骗过。

接到王先生的爆料后， 记者再次拨

打对方电话，表明了身份，对方一句话

没说，便匆匆将电话挂掉了。随后，记者

把诈骗者的号码在网上搜索，发现该号

码的使用者不仅在网上招聘司机，还在

其他网页上招聘服务生、保安等，并标

明了“豪华夜场，男女兼职”，而且上面

提供的薪酬都不低，高级服务生的日薪

甚至达到500元起步， 开具的条件极具

诱惑性。

“每次接电话都不是同一个人，有男

有女，说话有点像广东口音。”王先生直

叹幸好发现得早， 希望提醒更多市民能

谨慎， 以后看到招聘信息时， 能够多留

意，不要被骗子的高薪诱惑了。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邹李梅

应聘先买充值卡 小伎俩骗倒不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