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上午9时许， 浏大公路319
高速牛石段， 一辆牌照为赣CF7088的
红色重卡与一辆牌照为湘AY3257的东
风牌蓝色中巴车相撞，造成10人受伤。

“中巴车的售票员被甩到了坡下，
满脸是血，还有很多乘客受伤。”目击
者刘先生介绍，车祸发生时，中巴车内
有12名乘客，其中8名受伤乘客和双方
司机都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红色
重卡司机唐昭堤说，“我当时正常行
驶，一辆小轿车突然从右边超车，情急
之下我踩死了刹车，导致车辆失控，撞
上了迎面而来的蓝色中巴车。”

■记者 陈昂 摄影报道

重卡猛撞中巴
伤10人

入春以来，各种轻生自杀现象明
显增多。脑科专家称，春季人们的心
情容易烦躁空虚，也是各种精神病的
突发期，一些性格孤僻的人，尤其是
中老年人， 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往
往会产生自杀心理，故称之为“春天
忧郁症”。

为防止自杀， 忧郁症病人必须留
有人陪伴。 陪伴必须注意观察病人的
情绪变化及异常言行， 如发现病人流
露出厌世念头， 或是抑郁状态突然明
显好转时，更应严密观察，应把家中危
险物品（小刀、剪刀、绳、药物等）收好，
以防万一。

春天，提防“春天忧郁症”

提醒

本报3月15日讯 又是一起煤气中毒，
又是直排热水器。今天凌晨5点，岳麓区一栋
老式居民楼里，要不是女儿不停叫唤，刘英
一家三口恐怕要承受比更换门牙更大的痛
苦了。

晕倒5分钟后，牙裂成两截
“妈妈，妈妈……”听到3岁女儿啼哭不

止，刘英惊起，一把抱过晚上有如厕习惯的
女儿下了床。

恍惚间，刘英只觉一阵头晕，托着女儿
的双手往下一滑。“快起来抱一下崽。” 她大
声叫醒熟睡的丈夫易成。 易成闻声下床，将
孩子接过放回床上，刘英则靠在床边，不停
喊“头晕”。

易成径直走向窗边， 一把推开窗户。随
即， 他将厨房和客厅的窗户一一打开。
就在返回卧室的途中，易成一个踉跄轰然倒
地。任凭刘英如何叫唤，易成始终没有回应。
5分钟后，慢慢苏醒的易成捂着嘴巴直喊疼。
刘英一看，好好的一颗门牙裂成了两截。

毒气或源于直排式热水器
上午9点， 冰宇液化气公司工作人员赶

到刘英家，“他点燃打火机在气罐周围扫了
一圈，没有漏气现象。”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执法局燃气执
法科郭科长分析：“问题可能出在刘英家的
直排式热水器上。”

郭科长说，直排式热水器由于燃烧时所
需要的氧气取自室内，燃烧后产生的烟气也
排放在室内，使用时若通风不好，容易造成
一氧化碳中毒。加上刘英在洗完澡后关闭了
家中所有窗户， 使得有毒气体充满整个房
屋，导致缺氧。

早在2000年， 我国就已发文禁止销售
直排式热水器。 但在我市一些老旧建筑中，
直排式热水器仍在使用。郭科长建议，为了
自身安全，应尽快淘汰直排式热水器，转而
采用强排热水器。

■实习生 梁颖 记者 王为薇

凌晨女儿大哭，妈妈惊醒，丈夫晕了

直排式热水器
真的别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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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 李岳青无数次地在
心里告诫自己，自己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
的强大。可她没有做到，无法忍受长期抑
郁症带来的痛苦，这个女生在今天中午用
一把菜刀结束了自己21岁的生命。

出门前还看到她静静地坐着
长沙红星蔬菜批发大市场A2栋113

号是这个市场销售葱姜蒜和干货的专区，
李岳青和父母就住在这里， 上下两层，两
个房间，没有厨房和卫生间，面积顶多20
平方米，门外就是他们的摊位。

中午12点左右，父亲回到家，叫了两
声“四妹子”（李岳青小名），没回应，上楼，
扭头发现一双脚伸直在楼梯口不远的地
方，是女儿！一把带血的菜刀掉在地上，李
岳青已经浑身是血躺在那没了动静。

“来人啊！救命啊！”十多分钟后，110
民警赶到，之后法医到场。“自杀，一刀在
脖子，两只手腕各一刀。”记者赶到现场，
李岳青的父亲跟随民警离开，母亲依然在
嚎啕大哭，“我10点多出门她还坐在门口，

好安静，没说话，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

曾一度是家里的骄傲
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李岳青的亲属也

十分痛苦和惋惜，“好聪明的一个妹子，家
里几个孩子就她是大学生， 一米六的个
子，长得好秀气。”

李岳青的婶婶告诉记者， 她们都是衡
阳祁东人。李岳青在家排行最小，她前面还
有4个姐姐。姐姐们都在外打工，只有李岳
青一人考上大学，曾一度是家里人的骄傲。

“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得了抑郁
症，只读完大一就休学在家。”李岳青的婶
婶说，为了治疗抑郁症，一家人掏光了所
有家底，在很多医院治疗过，可都没有什
么效果。一家三口只好在红星蔬菜市场租
下一个摊位维持生计，“她之前在大医院
检查过，医生直接告诉她父母这个病很难
彻底治好。”

曾写下“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记者在一个本子上看到李岳青写下

的一段话，“我无数次地在心里告诫自己，
一定要比那些人强，只为证明，我自己内
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婶婶透露，侄
女之所以写这些话，可能跟她最近去了一
次广州的经历有关。

“说是去治病， 没想到被人把身上的
钱骗光了。”谈及李岳青突然自杀的原因，
家属们都表示，很可能是在广州被骗的经
历导致她的病情再次加重， 最终发生悲
剧。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袁孟 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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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送包裹的过程中， 只因催
促了女客户几句，就被其同事一拳“破
相”。3月15日中午， 中通快递公司的
快递员刘铁文遭遇“无妄之灾”。他伤
心地说，“每天要投上百个包裹， 时间
浪费不起，希望市民能理解我们。”

男同事“救美”，快递员遭破相
15日中午1点多钟， 在长沙市中

心医院住院部眼科8床， 刘铁文半躺
在病床上。他左眼包着一块纱布，鲜血
直流。

当天上午他送包裹到中意一路
908号长沙锅炉厂， 对方是一名女客
户。“我去之前， 就约了她大概在上午
11时50分下楼取。”刘铁文说，当他按
约定时间到了锅炉厂办公楼时， 却未
见到该女子。

“当时快下班了，我还有几个包裹
急着送， 就又打电话催了她， 说了句
‘还不下来我就走了’， 口气确实也不

大好。”刘铁文说。5分钟后，女子下楼
后随即质问刘铁文：“你为啥骂我？”

“我语气是不太好，但真没骂人。”
刘铁文与对方分辩起来。这时，一名男
子走了过来， 对刘铁文大声喊道：“不
要欺负女人！”

“他身高1米6左右，很胖，走过来
就吼我。”刘铁文刚辩解了几句，男子
突然一记“右直拳”猛地打到刘铁文左
眼下方，顿时血流如注，该男子随后离
开现场。事后，刘铁文得知行凶男子是
女子的同事。

打人男子未露面，厂方垫付药费
刘铁文随即被送到医院。 经医生

诊断， 刘铁文左眼下方被划开了一道
口子。“对方可能戴了戒指，伤口很深，
止血难度很大，需要手术。”

据刘铁文所在的中通快递公司长
沙南片区负责人鲍先生说， 事情发生
后不久， 锅炉厂厂方代表已经赶到医

院垫付了医药费，并表示愿意支付后
续的医疗费用。“但当事女子和打人
男子没有露面。”

记者在医院见到正和伤者商议
善后事宜的锅炉厂代表，但对方没有
接受记者采访。

客户下楼慢了，快递员催促引来殴打
被打快递员：每天要投近百个包裹，时间耽误不起，请谅解

“一个快递员每天工作超过10个
小时，每天要投送100-200个包裹，步行
数十公里、爬50多层楼……”该快递公
司负责人介绍。

刘铁文说， 公司每天额定投送
70-80个包裹，每成功投送一个包裹，
快递员能得到5毛钱的报酬。“包裹送
不到的话，一个就要扣100元。”刘铁
文说，对他们来说，为了完成任务，时
间浪费不起。“希望市民能理解我
们。” ■记者 陈昂

时间浪费不起，希望被理解

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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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抑郁症不堪折磨，21岁女孩用一把菜刀轻生

无数次提醒自己坚强的女孩放弃了

“我无数次地在心里告

诫自己， 一定要比那些

人强，只为证明，我自己

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

强大。

李岳青写下的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