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 一列由15名欧洲警察骑行

的摩托车队来到湘潭，继续他们的“红色

穿越·欧洲警察中国万里行”， 受到湘潭

警方的热忱接待。8日上午， 这些欧洲警

察将前往韶山瞻仰。

这次“红色穿越·欧洲警察中国万里

行”是由MotoFor�Peace�Association（和

平摩托车协会）发起，联合意大利国家警

察署开展的一次友好交流活动。 这15名

警察来自欧洲不同国家。 他们驾驶摩托

车已行经浙江、江西2省，还将途经湖南、

贵州、重庆等地，最后到达上海，共计15

个省市，预计行程12000公里。

■记者 刘晓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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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163医院耳鼻咽喉技术中心

��������长沙 163 医院与相关媒体联合推出

暑假学生, 教师献爱心活动的消息一经见

报,就引起了学生患者的家长极大关注,参

与了热情最高的要数学生和家长了. 家长

们普遍表示:平常自己的孩子忙于学习,往

往把鼻塞,打喷嚏,流清鼻涕等症状不当回

事而耽搁了治疗,现到了难得的暑期长假,

可要好好还孩子一个畅通的呼吸了.

调查:七成患者将鼻炎与感冒混同

过敏性鼻炎作为常见病, 多发病.笔

者在长沙几大医疗机构了解到 , 我市不

少过敏性鼻炎患者误将鼻病当成感冒治

疗的患者达七成 .因治疗不及时,�约三分

之一患者合并有哮喘症状 .163 医院耳鼻

喉科江主任说 ,长年患过敏性鼻炎 ,很容

易形成继发感染 ,引起鼻窦炎 ,鼻息肉 ,中

耳炎 ,咽喉炎,过敏性哮喘等 ,甚至诱发鼻

咽恶变。

鼻炎严重影响孩子学习成绩

孩子的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 爸爸,

妈妈总是力所能及的为孩子提供良好的

教育环境,却忽略了一些小细节,一些可能

影响孩子一生的小细节…….研究证明:鼻

炎引发的鼻塞,会造成呼吸不畅,人体长期

处在缺氧状态 ,使人乏力 ,昏昏欲睡 ,大脑

的连续缺氧势必影响到人的思考能力,认

知能力和精神运动能力,导致孩子学习成

绩下降。

据长沙 163 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江主

任介绍 . 现在大约有 10%的学龄儿童和

21%-30%的少年患有鼻炎 .78%的鼻科疾

病患者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70%的鼻科疾

病患者有夜间鼻黏膜充血,因而造成经鼻

呼吸困难,可引起打鼾,缺氧以及睡眠呼吸

中断等情况.这样的学生学习时很难集中

精力,因感觉困乏而不愿参加户外活动,甚

至连脾气也变得暴躁.

微创新技术 孩子最适合

随着医学日新月异的发展 , 鼻内窥

镜外科已成功应用在鼻外科十余年 ,结

合近年来的美国多昵尔等离子技术的发

展 ,鼻动力系统的临床应用 ,可以从传统

的大手术 , 缩小到目前的小切口和微创

手术 ,解除了大范围的鼻疗手术 ,损伤其

正常黏膜而造成的出血 , 局部免疫力低

下 ,伤口反复感染等 .内窥镜的应用作为

病变部位的定位作用 , 配合细小的手术

设备 , 将病灶给予完全的消融或切除.是

解除鼻炎 ,鼻窦炎的最有效 途径 ,鼻息肉

在内窥镜的引导下,应用鼻动力系统,全自

动吸切鼻息肉,使鼻息肉连根全拔,对变应

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在内窥镜的引导下 ,

结合等离子技术进行筛前神经阻断术,从

而达到标本兼治过敏性鼻炎的目的。 还您

一个健康清爽的个人空间。

健康热线：0731-84899163���

��������医院网址： www.163ebh.com/

��������医院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洪山桥 1

号。（节假日均有专家坐诊）

乘车路线： 火车站乘 113 路直达，市

内 乘 星 沙 2、132、133、136、805、807、

808、901、501、路至洪山桥站下。

鼻炎严重影响孩子学习成绩

本报7月7日讯 清晨夜宵摊失火，

导致5人魂断招待所。 昨天， 株洲市对

“7·3”芦淞路重大火灾事故进行了通报。

经调查，“7·3” 火灾过火面积只有

200平方米，但却造成了5人死亡的重大

火灾事故。调查发现，这起火灾起火点

的44号门店烧烤店证照齐全，但存在消

防通道被堵塞等众多消防隐患，暴露出

相关职能部门在审批、检查等方面的不

作为。 目前，5名死者的遗体已被火化，

家属得到妥善安置。火灾原因仍在进一

步调查中。

株洲市要求各县（市）区及各单位，深

刻吸取“7·3”火灾事故教训，推行“四级排

查”机制，政府领导带队对重点场所开展专

项督查；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开

展自查自纠； 公安消防机构加强对人员密

集场所、高层地下建筑、易燃易爆单位、在

建工程，特别是“三小”和“三合一”场所、芦

淞市场群的专项排查治理； 公安派出所要

依法对社区、 农村和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及

其它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严防小场所发生大火灾。

■记者 李永亮

周炳文因举报同组村民违规用地，遭

绑架后被投入海中。7月6日， 幸运逃生的

周炳文向记者讲述了他从被绑架到被推

入海中，直至自救求生的整个过程。

死里逃生一个月后，永州市冷水滩区

竹塘小组村民周炳文仍然怀疑有人要杀

他。他不时蹲在角落抽着闷烟，心事重重

的样子。一个月前，同组村民熊运军将周

炳文绑架至福建石狮，把周捆住后，挂上

石头推入大海。绑架只因为周炳文举报其

非法买卖集体土地。周炳文幸运逃生并报

警。 随后， 熊运军被福建警方逮捕。7月6

日，石狮警方称，熊运军近期将被以故意

杀人罪起诉。

【积怨】 举报违规被记恨

周炳文是冷水滩区竹塘小组组长，从

2010年开始举报同组村民熊运军违规占

用土地。

据周炳文说， 熊家拉拢外地老板，在

集体的土地上非法搞“商品房”开发，约10

栋建筑，每栋占地约800至1200平方米。

周炳文称，从2011年3月份起，举报引

起重视，永州市国土局开始不断查封和阻

止熊运军的房产项目。

据永州市国土局冷水滩分局执法大

队队长蒋琳琳介绍，熊运军的房子从2007

年开始建设，但并未办理合法手续。接到

举报后，分局一直在调查取证，因为情况

复杂，所以时间耗得久。

周炳文称，“熊租了集体的厂房，每年

租金1500元。”作为组长，周炳文去讨要租

金，但熊运军不交，后来为此还打起了官

司，“说我在集体土地上建了房子，要拆了

我的房。我们就举报他占用集体土地开发

房地产。”周说。

周炳文说，由于举报，熊运军的房子

一直没有建好。“为此，熊运军对我记恨在

心。”

【绑架】 应邀赴约遭“埋伏”

6月2日上午9点， 周炳文接到社区熊

主任的电话。“熊主任打了两次，说国家征

地款到了，约我吃饭商量，并嘱咐我一个

人去，不要跟任何人说。”周炳文回忆。

11点40分左右， 周赶到约定地点，却

没见到熊主任， 打电话也没人接。“突然，

熊运军开车过来，把我拉上车，绑了起来，

扔到后备厢中。”周炳文事后回忆说。

随后，经过两天行驶，6月4日，周炳文

被从湖南永州带到了福建石狮。

当天，周炳文被蒙上双眼，身体和四

肢也被绳子绑上。“熊运军还在我身上绑

了块石头，然后把我推下海。”

据周炳文说，“由于石头是用铁丝绑

着，入水后，可能石头滑了出去。我用嘴咬

掉铁丝，手也释放出来，然后解开了脚上

的绳子。”随后，他游到一块礁石上等待，

两小时后才游上对岸并报警。

随后，熊运军被福建警方抓获，现已

批捕。7月6日，石狮警方介绍，熊运军涉嫌

故意杀人罪，检察院将于近期对其提起公

诉。

对于约请周炳文的熊主任， 石狮警方称

其事先并不知情， 而是以为熊运军真的要请

周吃饭。

【追访】“绑架者家族强势”

7月6日，熊运军的楼盘已经停工。

永州市国土局冷水滩分局执法大队队长

蒋琳琳说，这个事情非常复杂。牵涉到五十几

个小股东。这些人也在上访，要求把房子建完。

“尽管压力很大， 但会尽力按照相关规定处

理。”他说，确实听说过熊家在村里很强势，他

们开发这些土地属于违规行为，但这种行为很

普遍，查处起来难度较大。

熊运军的弟弟熊运剑则表示， 因为哥哥

在外面做项目被骗了100多万， 所以希望通

过开发这个楼盘赚回来。村里本来就有惯例，

集体土地谁占了，就归谁用。“后来，这个楼盘

一直被查处，建不好又亏了六七十万。哥哥知

道周炳文等人在举报，所以有些急了。哥哥这

样做也是自作自受，太冲动了。该承担的责任

得承担。” ■据新京报

村民举报违规用地遭绑架沉海

绑架者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永州市国土局冷水滩分局：绑架者家族强势，查处难度大

夜宵摊失火，5人魂断招待所

株洲通报“7·3”重大火灾事故 事发地消防通道被堵塞

这个消防瞭望塔全国都罕见

株洲保护近现代工业文化遗产，消防塔将被挂牌保护

15名欧洲警察到湘潭

本报7月7日讯 日前， 南方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三三一厂消防瞭

望塔启动维修工程。 株洲市文物局称，

这是株洲首处维修的近现代工业文化

遗产保护单位，标志着该市工业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迈开了新步伐。

在灰色的墙砖与破旧的窗棂间，几

丛杂草突兀而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

侵蚀， 消防瞭望塔已显得有些破旧，但

高大的塔楼依然在炫耀它当年的辉煌。

1953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南方公

司（三三一厂）建设消防瞭望塔，以观测

火情、预防火灾。

文物部门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三

三一厂消防瞭望塔塔楼平面呈正方形，

高18米； 消防办公楼平面呈长方形，高

8.4米， 几经改建后现存建筑面积约720

平方米。整栋建筑均采用清水砖墙，广设

窗户，建筑风格简洁、古朴，具有典型的

苏式建筑特点， 是解放初期我省乃至全

国都十分罕见的工厂消防设施， 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2008年12月成为第四批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又被列为拟定

待批的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 南方公司决定对消防瞭望塔

进行彻底维修。维修后，消防瞭望塔将被

挂牌保护。 ■记者 李永亮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侵蚀，三三一厂消防瞭望塔塔楼依然巍然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