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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空调成了大家的最爱，但是头
晕头痛、喉痛鼻塞、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关节
痛等“空调病”症状也接踵而来。其实，想要做
到凉快又健康并不困难。

首先， 要注意空调房与外界温差不能太
大，最好能在空调房中放上一个加湿器，经常
开窗透透气。 避免人体对温度变化不能适应
时，导致体内“湿热”聚集出现“空调病”症状。

最后， 对于长期待在空调房中的朋友，防
治“空调病”最有效的一招就是马上服用一支
太极藿香正气液，驱除体内“湿热”之气，以迅
速消除空调病症状。太极藿香正气液同时兼具
防暑解暑，调理肠胃等功能，它口感清新，相对
于含有大量酒精的“水”剂，服用后不会出现发
热、皮肤潮红，心跳加速等现象，老人、小孩、妇
女、驾驶员都能放心使用。

本报8月24日讯 长沙年嘉湖隧
道自通车以来，只准机动车驶入，非机
动车与行人禁行。 而最近不少市民反
映，上下班高峰期隧道里闯禁电动车成
流，甚至还有市民散步。今起每天早晚
高峰，隧道进出口交警部门都将增派民
警值守， 不论步行还是驾驶电动车，违
规闯禁一律罚款50元。

平均每分钟1辆闯禁车
早上8点， 记者来到营盘路年嘉湖

隧道西入口， 粗略数了一下，10分钟内
由东往西的通道内，有10辆电动车违规
通行。由西往东方向仅1辆，可随着营盘
路往迎宾路方向车道拥堵， 一分钟内9
辆电动车改道闯禁经由隧道通行。

“遇堵车就从隧道走的情况还是存
在的，哨子吹烂了都没用。”隧道口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这一周来，交警不定期
展开交通整治，进出隧道的电动车已经
减少一半以上。

下午3点， 芙蓉区交警大队九中队
民警出现在隧道东口，对闯禁车辆进行
清查整治。中队指导员李杰表示，今日
起每天早晚高峰隧道口都将增设民警，
对闯禁行为进行查处。

隧道不适合非机动车通行
面对执法，一些驾驶员将车停在隧

道里，步行出来。不过，隧道同样禁止行

人通行，结果还是罚款50元。对于拦停
的闯禁车，民警一律罚款50元。证照不
齐全或驾驶员拒绝接受处罚的闯禁车，
则进行扣车处罚。

“不闯禁，绕行距离太远。”采访中，
不少闯禁电动车驾驶员都抱怨隧道禁
行绕路远，费时还费电。针对隧道增设
电动车道的提议，交警部门表示，隧道
环境并不适合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
“隧道内光线暗、空气差、机动车车速也
快，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提醒，电动车闯禁不但要
面临罚款、扣车等处罚，一旦遭遇交通事
故将承担事故全责。 这也意味着即使在
事故中伤残、致死，医疗及丧葬费用都将
自付。

交警部门还表示，由于隧道内清障
施救车作业难度较大，车况性能太差的
车辆尽量不要进入隧道，避免在隧道内
车辆抛锚引发交通拥堵。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张旭

年嘉湖隧道内步行、闯禁罚50元
交警将集中整治早晚高峰，电动车证照不齐或扣车处罚
解释：隧道内光线暗、空气差、车速快，不适合非机动车通行

驾一叶扁舟， 顺湘
江而下，漂行全流域817
公里，你敢来吗？大型公

益活动“自驾漂流艇·妙盛湘江行”将
于9月4日-22日（暂定）举行，现面向
全社会招募队员。

本次活动由由湖南省保护母亲
河行动领导小组指导， 共青团湖南
省委、 湖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湖南省环保局、湖南省旅游
局联合主办，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
司承办。

船队将从湘江源头广西灵渠起
漂，顺湘江而下，永州、衡阳、株洲、湘
潭、长沙、岳阳等省内大中城市，终点
为岳阳城陵矶港（湘江与长江汇合

处）， 漂行湘江全流域， 全程817公
里。船队在经过上述城市的标志性地
带时，将择地（码头、公园、市民广场、
自然及人文景观所在地等）举行盛大
庆典及欢迎仪式。

此外，活动还将承担湘江全流
域水质取样、 污染监测等工作，为
相关环保部门提供第一手参数。活
动详情请登录华声论坛 （http:
//bbs.voc.com.cn）报名方式：长沙
本地队员可直接到野漂船友会所
长沙店报名参加。非长沙队员报名
可致电15116136106， 咨询报名事
宜 。 或加入华声野漂全国QQ群
117812728。

■记者 蒋小康

入学在即， 有的家长
却犯了愁： 自己孩子连话
都还说不清楚，怎么办？记

者就此采访了言语病理专家、姚利群教
授。

姚利群说了一个案例。小轩轩现在
1岁9个月，已经在省妇幼保健院接受了
3个月的语言训练。 轩轩是在1岁3个月
的体检中被发现语言能力有问题，后来
就在省妇幼保健院接受系统的语言训
练， 最开始时连基本的指令都听不进，
现在已经有意识在上课时配合老师了。

“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病因主要有
听觉障碍、儿童自闭症、精神发育迟缓、
受语言学习限定的特异性障碍、构音器
官异常、语言环境的脱离等。”姚利群介
绍说，像轩轩这个病例，以前只有奶奶
带他，人群交流单调，在语言方面锻炼
比较少，这是导致他语言发育迟缓的主
要原因之一。

姚利群表示，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 在小孩0-3岁这个过程中要按照医
护人员教的方法跟孩子多说话、 多玩，
要蹲下来和他进行眼神的对视。 此外，
定期的检查很重要，这样才能及时发现
问题及早治疗。

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资料显
示，从2009年至今，该科共收治了1岁6
月到3岁的语言发育迟缓儿150人，2岁9
月到9岁的构音异常者98人， 语言发育
迟缓和构音异常患儿治疗有效率为
95%。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覃路莹 雷娟
通讯员 李俞辰 秦卫

近日， 记者
调查发现， 超过
五成“电脑族”使

用过抗疲劳眼药水，约三成左右病人
对眼药水产生了依赖。 医生提醒：不
要滥用眼药水，更不能把抗疲劳眼药
水当成“润眼剂”。

24岁的小金是个不折不扣的“电
脑族”， 这几个月来每次用完电脑感
觉眼睛干涩时，就会点几滴抗疲劳的
眼药水，一天能点上八九次。刚开始
很有效， 可最近眼睛越来越不舒服，
被诊断为一种特殊类型干眼症———
“荧屏终端综合征”。专家表示，过度
使用抗疲劳眼药水会加重干眼症。

据了解，空调和电脑的使用是造
成该病高发的主要原因，因为空调送
来凉爽的同时，也使得室内空气变得
干燥、污浊，容易诱发睑缘慢性炎症
和眼表水分缺乏；上班族用电脑时长
时间睁大眼睛，眨眼减少，往往导致
泪液分泌减少，蒸发加快，从而诱发
干眼。

专家指出，干眼症患者不应自行
使用抗疲劳眼药水，应在医生的指导
下选用适合自己的人工泪液补充水
分。久呆空调房间的人可摆放一盆绿
色植物，或适当使用加湿器，保持空
气的湿度和清洁度。

■据新华社

专家教你快治热天空调病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今从
株洲公交总公司获悉，T61路公交
线明天将延伸至栗雨小学，6路线

本月26日起改为无人售票车。
T61路线河西原起始站是栗雨公交基地，

紧靠栗雨小学，校方反映之前学校上下学一直
靠租用公交公司车辆，给教学工作带来极大不
便。考虑学校即将开学，公交公司决定将该线
路河西起始点站延伸至栗雨小学。 线路延伸
后，票价、首末班时间不变。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殷滋

株洲两条公交线路调整

公交

随着铁路调图工作顺利完
成，从8月22日起，长沙火车站所
有列车预售期将恢复为10天（含

当天），电话订票预售期恢复为12天，学生票预
售期恢复为20天。 ■记者 朱玉文

火车票预订期恢复为10天

购票

孩子要入学了
话还说不好怎么办？

健康

自驾漂流艇漂行湘江 快登录华声在线报名

活动

抗疲劳眼药水≠“润眼剂”

生活提示

生活表情

8月24日，长沙市2路公交车上，一位
一岁左右的小朋友双手抓着扶手练习“吊
环”，一上一下很有范，只不过小朋友腰间
的那双大手才是最主要的动力来源。

记者 王翀鹰 摄
栏目投稿邮箱：sxdsbsjp@163.com

上下其手

8月24日，长沙年嘉湖隧道晚报大道出口，民警查处违规非机动车。
记者 武席同 实习生 杨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