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全可以养鱼， 已经是第二次
了。”望着从楼上不断滴落的水珠，张女
士无奈地戏称道，“我这是住在水帘洞
里了。”今年初，张女士在株洲田心时代
国际购下一套住房， 交房后房子一直
“泡”在水中。记者调查获悉，该小区已
有多套住房出现类似问题。众业主怀疑
开发商未按图纸施工，擅改下水管道。

装地暖后，新房还在漏水
今年初， 张女士购下时代国际13

栋102。 该套住房为现房，130余平方
米。张一次性支付了房款，但当她取到
钥匙看房时却傻了眼， 房内到处是水。
事后，张找到物业讨要说法，物业说是
楼上装修堵塞了下水管道导致渗水。张
认为其说法有些牵强，但对方表示将尽
快疏堵，于是没有深究。

让张没有想到的是，日前她进驻装
修， 不久发现再次渗水。“安装地暖后，
发现墙上到处是被水浸湿的印子。”她
一气之下致电本报记者，认为房屋质量
存在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张女士家
的墙上多处有水渍，一楼杂物间墙面大

面积遭水浸透。一墙之隔的101已成泽
国， 尤其是靠厕所旁的主卧积水严重，
经测算水深在4厘米以上。

物业与开发商互推责任
连续出现的渗水让业主对房屋质

量提出了质疑。张女士认为装修不应导
致如此严重的渗水问题。“据说下水管
道由160（毫米）改成了110。”有业主
说，地下管道口径改小是渗水的主因。

对此， 小区物业一陈姓负责人说，
物业曾多次派人到现场处理，原因暂时
仍不明，“现在主要看地下的管道是不
是改了。”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开发商
只交了少部分楼栋的施工图纸给物业，
他们并未掌握渗水楼栋的图纸，因此对
下水管道是否改动不得而知。伟大集团
时代国际项目部一曾姓负责人说，渗水
事件出现后， 开发商与物业进行了调
查， 确定为楼上装修导致下水管道堵
塞，“我们还反复跟物业说了，不要让装
修队伍乱搞。”

■记者 李永亮 实习生 张霈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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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百变天后梅艳芳曾有一首“女
人花”脍炙人口，可伊人却因宫颈癌香消玉
殒。的确，女人如花需呵护，因特殊的生理结
构，女性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特别是
宫颈糜烂， 在成年女性中发病率高达 60%
-70%。

宫颈糜烂，让美女自卑降级成剩女
小玉今年快 30 了，同龄的同学、同事纷

纷结婚生子，享受家庭的幸福。 而她却一直
未能遇到两情相悦的白马王子。她在国企上
班，是很多人羡慕的高薪白领；她研究生毕
业，有着知识女性的内涵和气质；她热爱运
动，有着漂亮的脸蛋和健康的身材。 为什么
这么优秀的她，最后却成了别人眼中的“剩
女”呢？

据了解， 小玉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
就谈过一个男朋友， 不久后俩人就同居
了。由于未采取安全避孕措施，她怀孕了，
但两人事业刚起步，结婚生孩子对他们来
说都太遥远，无奈之下去做了解除意外怀
孕手术，术后因抗感染治疗不规范，患上
了宫颈糜烂。

后来， 每次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男

友总说她不干净， 慢慢地两人矛盾越来越
多，3 年前两人还是分手了。 宫颈糜烂给小
玉带来的，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更多的
是心灵上的创伤。 爱情离她远去，让她几乎
对男人丧失信心；这几年来她也上医院治疗
过，但病情反反复复，一直未能好转。

治愈疾病，她走出“剩女”阴影
6月中旬，在朋友极力推荐下，小玉来到

位于长沙河西岳麓山脚下的武警湖南省总
队医院妇产科进行诊疗。医院明亮的候诊大
厅和热情的导医让她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
少。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专家张炯给
小玉做了详细的检查，最后诊断为重度宫颈
糜烂。 和小玉沟通后，张炯马上为其安排了
手术，采用微创“凝固刀”技术，为其祛除了
宫颈糜烂。

昨日，小玉来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
科复查，复查结果显示，小玉恢复得特别好，
宫颈光滑如初。这时，小玉才长吁了一口气，
终于摆脱了宫颈糜烂的困扰， 不必当剩女
了。

据张炯介绍，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
科开展的微创“凝固刀”技术是目前治疗未

婚宫颈糜烂的首选，凝固刀拥有 4-8 支温差
电偶的超导针、由计算机工作站控制下进行
精确定位，释放巨能，调变抗原的介入对糜
烂面进行均匀毁损，糜烂组织在热凝过程中
脱水、凝固。在代谢过程中脱落，使肉芽组织
重新生出，恢复宫颈正常状态。 该手术并没
有切除哪里， 没有对其他的生殖器造成损
伤，因而是不会影响以后的身体健康及生育
的。 女性朋友如有任何疑问，可直接拨打该
院 24 小时健康专线（0731）8888�3318 或加
QQ：800007138进行咨询。 此外， 武警湖南
省总队医院率先在湖南省贯彻执行卫生部
《在公立医院施行网上预约诊疗服务》，登陆
网站：www.88883318.com 预约就诊将会更
方便、更优惠。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专家张炯
表示， 宫颈糜烂其实是成年女性的常见病，
虽然危害不小， 但只要选择专业、正规的医
院，定期检查、积极进行治疗即可，不必像小
玉那样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

健康链接：
不同程度宫颈糜烂的症状看仔细
宫颈糜烂按照糜烂的面积和深度可以

划分为三种，分别是轻度宫颈糜烂、中度宫

颈糜烂、重度宫颈糜烂。 轻度宫颈糜烂也叫
Ⅰ度宫颈糜烂，中度宫颈糜烂也叫Ⅱ度宫颈
糜烂， 重度宫颈糜烂也叫Ⅲ度宫颈糜烂，那
么，不同程度的宫颈糜烂其主要症状都有什
么区别呢？

Ⅰ度宫颈糜烂的症状：Ⅰ度宫颈糜烂又
称轻度宫颈糜烂，是宫颈糜烂中最轻微的。 1
度宫颈糜烂患者有的并没有明显的症状，有
的表现为白带淡黄或白带量略多些。极少数
1度宫颈糜烂患者性交可出血。

Ⅱ度宫颈糜烂的症状： Ⅱ度宫颈糜烂
又称为中度宫颈糜烂， 比 1 度宫颈糜烂严
重一些，是较严重的宫颈糜烂。 Ⅱ度宫颈糜
烂主要表现为白带黄色或呈黄绿色， 白带
量多， 有些患者的白带呈黄脓样或白带中
带有血丝。 部分Ⅱ度宫颈糜烂患者性交时
可能出血。

Ⅲ度宫颈糜烂的症状：Ⅲ度宫颈糜烂又
称重度宫颈糜烂，是非常严重的疾病。 表现
为白带增多，白带色黄且质地粘稠，白带中
带有血丝、白带褐色、非经期的阴道不规则
出血或性交出血，部分患者还可伴有尿急尿
频的症状。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景俊

只因宫颈糜烂作怪，优质女降级为剩女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专家提醒：治疗宫颈糜烂，首选微创凝固刀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唐飞勇
实习生 张沛仪

“没地方住，我只好来深圳打工了。”
日前，带着对房子的无尽失望，已是六旬
高龄的王桃枝选择南下打工。

因家贫无房，今年4月，王桃枝通过
申请获得了一套廉租房。然而，当她兴冲
冲地前去搬家时， 却发现廉租房早有主
人。事后，她就此向发放廉租房的办事处
反映情况，被告知需自己跟对方沟通，劝
其搬离。

让她更不能理解的是， 占用廉租房
者竟拥有两套廉租房， 并早已购下商品
房。

自己的廉租房被别人占了
王桃枝是原湘华机械厂的退休职

工，因家境贫困，多年来一直租房度日。
去年， 听说原单位单身宿舍楼改成了廉
租房，她立即提出申请。今年4月，经严格
审批，王在交纳一万元的押金后，如愿获
得一套廉租房。

事后， 王与廉租房的托管单位株洲
荷塘区金山街道办事处签订了租房合
同，合同期一年，月租80元。王介绍，按租
房合同，她获得了409的居住权。

然而， 当她提着家当来到409时，却
发现房内有人居住，对方不准她进门。事
后她才知晓，409一直由原湘华机械厂员
工张毅居住，张同时拥有407房，其一家
人住在407，409被其出租给他人。

“他老婆说，这个房子是他们的。谁
跟你签的合同，你找谁去。”无奈之下，王
找办事处讨要说法， 办事处让其与张好
好沟通。王多次找张家未果。

今年6月，王得知租户搬走，强行搬
进409，与张家发生冲突。但势单力薄的

她终因无法与张家抗衡，再次黯然搬离。

还有6名申请者未能入住
据了解， 原湘华机械厂是一家国有

企业，2005年该企业改制，更名为新城机
械厂， 其部分非经营性资产交由地方政
府管理， 该企业的一单身宿舍楼交由金
山街道办事处管理。

金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贺伟介绍，单
身宿舍楼一直住着原厂职工。2009年，荷
塘区政府投资对宿舍楼进行改造，改造后
发现宿舍楼内可腾出14间房。于是区政府
打算按廉租房的标准处理这批房子。

但廉租房甫一提出，就有128人提出
了申请，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办事处
提出交1万元押金“淘汰”一半申请者。最
终，经审核、抽签，选出14名廉租者。其
实，14名获得廉租房的多半没有入住。贺
伟说，因以前的住户不愿搬离，至今仍有
包括王桃枝在内的6名申请者未能入住。

办事处与产权单位互踢“皮球”
贺伟证实， 占用王桃枝廉租房的户

主叫张毅， 其拥有407、409两套廉租房。
“407以前被他出租， 后来私自转让给亲
戚住。”贺对张的做法极为不满。同时，贺
告诉记者，经他们的调查，张家市区还购
有一套商品房。贺说，他们曾多次与张沟
通，但张态度强硬，不愿让出房子。

根据贺提供的电话， 记者拨通了张
毅的电话， 一名女子未待记者说完来意
便匆忙挂断。

贺伟表示， 街道办事处只是该栋楼
的委托管理部门，强制执行措施“要由产
权单位荷塘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决定”。

记者就此来到荷塘区国有资产管理
局，负责人黄国初却表示，他们只是产权
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均由办事处负责。

有房户霸两套廉租房用来出租
无房老妪申请到了廉租房却住不进去，街道办多次协调仍无果

株洲市房产局住房保障处邢副处长：株洲市的廉租房管理政策明确，最多只能收
取1000元的住房保证金， 并按每月每平方米1.2元收取租金，“廉租房每月租金最多60
元。”他告诉记者，不存在向廉租房对象收1万元押金的说法，这样做是违规的。

湖南法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纲：张毅一家占有王桃枝的廉租房，属侵权行为，王有
权维护其权益。金山街道办事处作为廉租房的管理机构，未及时处理好问题，属行政不
作为，负有毁约责任。

房产局说收万元押金属违规，律师称张家占廉租房属侵权

“我家新房渗水，都可养鱼了”
株洲时代国际项目多套住房渗水，原因暂不明

▲渗水导致房成内一片泽国。
记者 李永亮 摄

▲从厕所溢出的生活污水经
卧室、 客厅不断滴落到杂物间、车
库，如下雨一般。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