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3日，长沙市波隆立交桥，一辆159路公交车与一辆强行左拐掉头的面

包车相撞。 记者 王翀鹰 摄

■见习记者 陈昂

长沙市民李先生7月13日上午8:

45打来电话：伍家岭波隆立交桥以北

路段发生一起公交车和面包车相撞事

故，后面一辆油罐车差点就追尾了，你

们快来看看啊！

在伍家岭波隆立交桥北下桥路

段，一辆牌照为湘A·C7485蓝牌的白

色金杯面包车卡在一辆牌照为湘A·

23961的159路公交车车头位置。

公交车车轮下的双黄线上有一道

长达3米的刹车痕迹。公交车左侧不到

半米的地方，停着一辆橙色油罐车，车

轮下刹车痕迹清晰可见。 面包车左侧

车门严重扭曲变形， 凹进去约50厘

米，驾驶室车门情况稍好，还能打开，

全车左侧玻璃全部破碎。

面包车司机是名年轻男子，大

概二十五六岁，左肩胛骨处有很大一

块已经干涸的血迹，脸上的血迹还未

擦干净。 他向记者表示，“这只是一

场很普通的交通事故， 每天都会发

生。”

公交司机说，13日上午8点30分

许，他开着公交车下桥的时候，从旁边

匝道突然冲出一辆白色面包车强行左

拐掉头。由于下雨天路滑，再加上下桥

速度过快， 他避让不及之后撞上了面

包车。据悉，公交车上并无人员伤亡。

上网不出示身份证还打人

长沙一男子被拘留7天

本报7月13日讯 今年21岁的周海（化名），因为

没带身份证而被网吧拒之门外。 小伙子年轻气盛，

一气之下竟然殴打网吧工作人员， 因涉嫌殴打他人

被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依法行政拘留7天。今日，警

方通报了事情经过，也提醒广大网友，近段时间全市

公安机关将加强网吧巡查，网友们请文明上网。

7月7日上午10时许， 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的周

海与朋友来到天顶乡经济空间网吧。没想到朋友出

门之际忘了带身份证，周海要朋友用驾驶证登记上

网，但遭到网吧工作人员张某的拒绝，称按照规定

必须用第二代身份证实名登记后才能上网。周海当

即与网吧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并拿起网吧服务台

的警示牌及电扇对张某进行殴打。

接警后，岳麓公安分局立即赶到现场将周海控

制住，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3条规定，将涉嫌殴打他人的违法人员周海进行行

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200元。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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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女性健康工程———2011 年度

“宫颈健康促进计划”宣教活动走进湖南，日

前在长沙市岳麓区委党校隆重举行了首场

大课堂活动。 据了解，此次大型宣教活动旨

在通过免费发放主题宣教手册、举办流动课

堂，开展媒体联动宣传等形式，在城市女性

中传播科学的宫颈健康知识，倡导“早预防、

早筛查”的健康理念，帮助广大女性享有身

体健康。

湖南省红飘带女性健康教育基地———武

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专家张炯指出，

80%的女性都曾遭受过宫颈疾病的困扰，早

预防早筛查早治疗是阻断宫颈疾病恶变的唯

一途径。

【现状】

宫颈癌发病率逐年上升

近年来妇科肿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趋势，特别是宫颈癌，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

心健康。对宫颈进行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

疗，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和降低死亡率的

重要措施。

长沙市作为 2011 年度‘宫颈健康促进

计划’ 宣教活动开展的 5 个重点城市之一，

宣教活动开展的目的就是使女性朋友能够

重视宫颈疾病的防治知识， 转变健康观念，

从而远离疾病困扰。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专家张炯指

出，宫颈糜烂是妇科常见疾病，八成以上女性

都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宫颈糜烂。然而，很多女

性对宫颈糜烂这种疾病存在一些误解和错

觉，导致宫颈癌的发病率逐年呈上升趋势，并

且向年轻化方向发展。临床资料证实，患宫颈

糜烂的女性得宫颈癌的几率比普通女性高

10倍。 因此，张炯提醒女性朋友，预防宫颈癌

要从宫颈糜烂开始， 定期做妇科检查， 早发

现，早治疗，可以终止其向宫颈癌发展。

【解析】

宫颈癌早期治愈率达 95%以上

宫颈癌虽然危险，但从早期的炎症发展

到恶性的癌变需要 6 到 8 年的时间，如果好

好把握住这段时间，现代医学手段是完全可

以把癌变检查出来，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女性重新过上健康生活的。

据了解， 宫颈癌早期表现有接触性出

血、阴道分泌物增多、阴道不规则的流血和

感觉疼痛（下腹部、腰部、骶尾部疼痛，性交

疼痛）等。 因此，张炯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应

该树立起宫颈癌的筛查意识，若发现这些宫

颈癌的早期症状时应及时到正规医院检查

治疗。研究显示，宫颈癌若能早期发现，早期

治疗，其治愈率可达 95%以上。

【提醒】

定期妇检可预防宫颈癌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明确 90%的宫颈癌

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持续感染引起的，

这为宫颈癌的筛查明确了方向。 HPV 通过

性生活传播，其感染极为多见，感染后多数

人没有症状。越早开始性生活和性生活频繁

的妇女 HPV 感染率更高， 因而患宫颈癌的

风险也更高。 因此，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

产科专家张炯提醒， 有性生活或 21 岁以上

的女性每年应进行一次妇科检查和宫颈癌

筛查，只有定期进行妇科专项检查，才能及

时发现和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终止其走向宫

颈癌的“死亡之旅”。

张炯表示，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关注并大力

支持女性健康工程之“宫颈健康促进计划”宣

教活动，引领广大妇女以健康的身心、自信的

面貌投入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去。 女性朋友

如果有任何关于宫颈疾病的疑问，都可直接拨

打 24小时健康专线（0731）8888�3318或加官

方QQ：800007138进行咨询。 也可登陆网站：

www.88883318.com直接咨询在线专家。

【相关链接】

以下有关宫颈疾病的错误认知你有吗？

宫颈是女性生殖系统的重要器官，具有

多种防御功能。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

专家提醒，不要错误地认为宫颈疾病是小毛

病，不需要治疗，应及时到专业医院进行规

范的检查。

错误一： 结了婚的女性都会患宫颈病

变，不需治疗

当前许多女性朋友对宫颈疾病并不很

了解，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结了

婚的女性都会患宫颈病变，它既不影响工作

又不影响生活，没什么大碍，不需要治疗。

专家解析： 宫颈病变早期的治疗至关重要，

因为宫颈病变容易使阴道内 PH 值发生改

变，提高宫颈恶变的几率。

错误二： 无症状的宫颈病变不危险，不

用治疗

女性宫颈上几乎没有痛觉分布，属于无

痛地带。虽然妇检时，被确诊为宫颈病变，但

是许多女性因为没有痛感，认为自己平时症

状并不明显，不愿意接受治疗。

专家解析：无症状的宫颈病变大多与分

娩或流产有关，且自愈者极少，不治疗只会

越来越严重。因此，凡有性生活的女性，都应

该主动进行“宫颈防癌体检”。

错误三：宫颈病变久治不愈、反复发作，

不治也罢

传统宫颈病变的治疗， 往往存在着疗

程相对较长、 治疗不彻底、 容易复发等问

题。 很多女性不愿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医院，

嫌“麻烦”，认为宫颈病变不治也罢。

专家解析： 宫颈病变的危害绝不能小

视。 如拖延不治，会导致女性不孕，或引起

更深度的病变，最严重的是可引发宫颈癌。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景俊

“宫颈健康促进计划”长沙宣教

传播宫颈健康知识，倡导城市女性“早预防早筛查”，远离疾病困扰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罗嘉欣 谢鸿翔 曾金莲

长沙市民方先生7月13日来电：昨晚有

个的哥被乘客打劫后关进了后备箱， 幸好

同行发现得及时，不然他早没命了。

乘客有点像吸毒的

小陈是湘阴人，今年21岁，在长沙开的

士已有4个年头了。

7月12日小陈开晚班。 晚上11时30分

许， 他在长沙市二马路附近接了一名年轻

男性乘客。男子戴副眼镜，一副学生样，普

通话还挺标准的。“眼镜男” 上车后便告诉

小陈，自己要去新港镇，但必须先到湘江世

纪城接个朋友。“眼镜男”在9路公交车终点

站要求小陈停车，并付给小陈80元车费。临

下车时，他对小陈说，如果他20分钟没有回

来，小陈可以离开。

20分钟不到，“眼镜男” 带着另外一名

男子上了车。 男子上车后直接坐在了副驾

驶座上。小陈瞟了他一眼，苍白干瘦，双眼

凹陷，头发染成金黄色，有点像吸毒人员。

乘客的这般模样，让小陈心里一紧。

连打2个电话均被挂断

顺着湘江路往北前行了几分钟后，小

陈电话联系上了同是开晚班出租的表弟。

他用隐晦且轻松的语气跟表弟“报平安”：

“我带了两个客去新港镇， 那边有蛮偏，我

们保持联系， 你每隔5到10分钟打下我电

话，如果我没接，你就晓得是怎么回事了。”

小陈将车开到了新港大道的尽头后，

前方已无路可走。“凹眼男”让小陈停车。就

在小陈准备找零钱给“凹眼男” 时，“凹眼

男”突然将一把水果刀架在了小陈脖子上，

大喊“抢劫”。

小陈知道遇到歹徒了， 乖乖将兜里的

500元现金交给了“凹眼男”。与此同时，小

陈的表弟连打来两个电话均被“凹眼男”挂

断。最后，为了不妨碍抢劫，“凹眼男”直接

将小陈的手机关闭。 见小陈挺配合，“凹眼

男”怀疑他并没有交出所有的现金。随即，

“凹眼男”开始翻车内抽屉。

就在这时，小陈轻轻触碰了车载GPS报

警器，并迅速打开车门往外跑去。

然而，小陈没跑几步，后脑勺便被一块

砖头砸中，晕了过去。

在的士后备箱里找到了他

被连续挂断了两个电话后， 小陈的表

弟知道大事不好， 立即拨打了110报警，并

通过GPS寻找小陈的的士所在位置。报警一

个半小时后， 小陈在事发路段被其表弟发

现。当时，他正昏迷在的士后备箱内。小陈

身高1.71米，体重95公斤。他说，如果不是表

弟发现得早，他恐怕会窒息而死，真是一个

电话救了自己一命。

目前，警方已介入此案的调查。民警提

醒的士司机，深夜出城务必到警务站登记。

而小陈在发现苗头不对的情况下， 与同行

或亲戚的互通信息“报平安”，也是个不错

的防身手段。

（市民方先生提供线索，奖励50元）

的哥深夜遭劫被扔进车尾箱

上客前，警惕的司机对表弟说：“每五分钟来个电话，没接就出事了”

面包车强行掉头，“吻”上公交车

违章司机流着血说：这事每天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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