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湘高速月底建成
两地多景点可直通

本报3月24日讯 从长沙开车到重庆
要花多长时间？ 今后只要8个小时就能到
了。3月31日，随着渝湘高速公路湖南吉茶
段建成，渝湘高速公路将全线贯通。渝湘
高速全长800多公里， 其中重庆段413公
里， 湖南段400多公里， 沿线串起了金佛
山、仙女山、芙蓉洞、阿依河、小南海、桃花
源、边城、凤凰古镇、张家界等著名景点，全
线通车后，将带动重庆和湖南两地旅游发
展。 ■记者 李治

“吃地菜煮鸡蛋后有人中毒死了，是
不是真的？”“好多亲戚朋友发短信、 打电
话跟我说今年的地菜煮鸡蛋吃不得，有这
回事吗？”从23日晚间到24日上午，本报新
闻热线频频响起，与此同时一条有关“地
菜有毒”的消息，通过手机、网帖、微博、
QQ群在长沙周边多个县市疯传。

地菜真的有毒吗？有谁吃了地菜真的
中毒了？3月24日， 记者经多方求证了解
到，“地菜有毒”纯属谣言。目前，长沙市公
安局网监支队已介入调查此事。

【疯传】长沙周边多县市现传言
“今年的地菜煮蛋吃不得，你们千万别

吃。”24日一大早， 市民廖娇正在家里用地
菜煮鸡蛋， 远在宁乡的妈妈打来电话告诉
她，因今年天气异常，阳光太少导致地菜有
毒，有人吃了中毒死了。有毒？望着刚煮好
的一锅鸡蛋，廖娇马上向本报进行求证。

随后， 记者向廖妈妈询问消息来源，
她表示，自己也是在麻将馆听说的，开始
还不信，后来听到很多人都在说，就信了。
记者同时了解到，这则“地菜有毒”的消
息，是从23日晚上9点左右开始疯传的，到
24日早晨，马上传到了宁乡、浏阳、湘阴、
汨罗、益阳等长沙周边地区。在传播的过
程中，中毒发生的地点数次被更换，而“身
亡”的人数，也从3人发展到6人不等，有的
谣言版本甚至达到了10人。

【辟谣】“吃地菜有毒”纯属谣言
24日上午， 记者从长沙市120急救中

心了解到，全市没接到一起关于地菜中毒的
急救记录，但接到了不少市民的咨询电话。

“昨晚我们就开始了调查， 望城区乔
口镇、 高塘岭镇都去做了地毯式排查，没
有市民吃地菜中毒。” 长沙市疾控中心应
急办主任刘如春告诉记者， 从3月22日到
24日中午12点，中心没有接到市民因吃地
菜导致食物中毒的病例和报告。 与此同
时， 记者分别致电岳阳、 益阳等地120询
问，值班人员均表示没有“吃地菜煮鸡蛋
中毒”的急救记录。

“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听说过因食用地
菜导致中毒的报道， 而且现在有很多市民
已吃过地菜煮鸡蛋，也没中毒。”长沙市疾控
中心食品与饮水安全科科长龙建勋表示：
“吃地菜有毒”纯属谣言，市民不必恐慌。

【调查】受传言影响，地菜卖不动
“昨天卖2块钱一小把，脱销了；今天5

毛钱一捆，还冒得人要。”24日上午，马王
堆蔬菜市场， 市民罗国立坐在一堆地菜
前，生意惨淡。

罗国立家在芙蓉区东岸乡， 当地盛产
地菜，每年“三月三”前后，他都会摘地菜来
马王堆蔬菜市场卖， 去年就赚了两千多块
钱。23日晚， 罗国立蹬着三轮车拖了一车
地菜到市场，准备大赚一笔。可让他失望
的是，24日一个早上，才卖了两把。“昨天
是2块钱一小把， 今天5毛钱一捆都没人
要。” 记者当日走访长沙市多家菜市场发
现，往年备受欢迎的地菜，今年已被彻底
打入“冷宫”。

3月24日， 长沙市马王堆蔬菜市场，因
“地菜有毒”谣言，罗国立摊前的地菜无人问
津。

李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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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 天气晴好，又恰逢
周末，市民游园踏青的兴致高涨。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各大公园景区了解到， 各景
区都迎来了近期游客最多的一天， 其中
省森林植物园今天游客达1.5万余人次，
是该园今年游客最多的一天。

【植物园】
1.5万人，今年来游客最多的一天

“今天，前来游园的游客和车辆明显
增多。”省森林植物园工作人员肖小姐告
诉记者，今年，长时间的低温阴雨天气，
不仅让植物园里的樱花、 郁金香等推迟
了花期，也让市民游园的兴致骤减。据介
绍，受天气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该园
游客减少了近一半。

天气转晴，赏花也正当时。植物园里
的本地樱花、 风信子、 造型杜鹃正在开
放，吸引了大批的赏花人。据统计，今天，
该园入园游客达1.5万余人次，“游客量
较之前最多时翻了好几番， 是今年以来
游客最多的一天。”据介绍，今年以来，该
园周末游客最多时在5000人左右。

【动物园】
7000余人，游客急剧“回升”

3月24日上午8时40分许，长沙市生
态动物园售票处， 已有不少游客在排队
等候购票。

9点半，个人游客、旅游团体等纷纷
排队入园， 入园处各个入口通道前都排
起了二三十米的长队。 长沙市生态动物
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长期的阴雨
天气， 让生态动物园的游客量与去年同
期相比，减少了30%至40%。

周末的好天气，给动物园带来了“阳
光经济”，“和前几天相比，今天的游客多
了很多，今天购票人数6462人，如果包括

65岁以上老人和一米二以下的小孩等免
票人群，游客总人数应有7000多人。”

【世界之窗】
过万人，近来游客最多的一天

3月24日下午，长沙世界之窗，湖南
师范大学学生刘芬和朋友兴致勃勃地参
观雷锋藏品展， 被那数千件与雷锋相关
的年画、邮票、明信片、瓷器所吸引。

景区里，玩大型“雷锋像章”头像拼
图、参加“捡垃圾兑徽章”等“雷锋主题”
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学生游客。

同时，长沙世界之窗公园内桃花、迎
春花等各种花卉都已经盛开，28大超级
游乐项目也免费开放。沐浴着阳光，游客
们尽情地享受着春天的快乐。

据介绍， 今天这里接待游客也创新
高， 游客达上万人次，“是这一个半月以
来，人数最多的一天了。” ■记者 陈月红

“湖南精神”4选1请你投票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小组决定，从

3月21日上午10时至4月8日上午10时，对
“10选1” 后经再次整合打磨提炼出的4条表
述语开展“4选1”公众投票活动。

4条候选表述语分别是：1. 心忧天下 厚
德致远 脚踏实地 敢为人先；2.赤诚 坚韧 务
实 创新；3.爱国奉献 尚德重智 勤劳务实 创
新图强；4.重大义 勇担当 敢争先 乐奉献。

投票采取语音电话、手机短信、网络三
种方式：1、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118168， 按照语音提示输入所选中的某条
表述语编号即完成(“1-4”中任选一号，多选
无效)。省外用户在118168前加拨“0731”区
号。2、省内移动、联通、电信手机用户可选择
认可的某条表述语编号(“1-4”中任选一号，
多选无效)，发送到1062899888。3、互联网
用户可登录到下列网站的“湖南精神”表述
语投票平台参与投票： 华声在线：http:
//hnjs.voc.com.cn；红网：http://hnjs.red-
net.cn；金鹰网：http://hnjs.hunantv.com；
星辰在线：http://hnjs.changsha.cn。 湖南
省基层党员干部、大学生村官等可登录湖南
红星网（http://www.hnredstar.gov.cn/）
投票。 ■记者 张颐佳

天晴好出游，长沙各公园景区“爆棚”
长沙多路段昨现拥堵 提醒：今日出游请尽量错峰选择时段和路线

“地菜有毒”是谣言，警方介入调查
昨日长沙各市场地菜严重滞销，千年民俗“三月三”为何经不起一则谣言的冲击

相传数千年前在楚地， 人们因风吹雨
打，时常头痛。三月初三，神农路过云梦泽
(今湖北孝感一带)，将野鸡蛋和地菜煎煮，竟
医好了乡民的头痛病。从此，“三月三，吃地
菜煮鸡蛋”的习俗便在江南一带延续至今。

但是今年的“三月三”，人们却对地菜
闻之色变， 一个千年民俗竟被一则谣言击
倒了。在这起事件中，谣言的出笼经过已大
致清晰， 其发酵传播扩散的过程并无特别
之处，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事件
漩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进去。

不被谣言蛊惑， 谣言便失去了其病毒
式的传播能力。透过这起事件，我们本身亦
要从根本上反思谣言传播的动力何在，在下
一次谣言到来时，不要再让轻率地相信和瞬
间无助的恐慌左右了我们的正常判断。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曾文斌 涂晓玲
通讯员 周苍海

3月24日，长沙橘子洲，正在做游戏的游人传出阵阵欢笑。 实习生 骆毅 记者 李丹 摄

提醒

反思

千年民俗为何经不起谣言冲击

随着出游人数的增多， 不但各公园景区人气“爆
棚”，长沙多个路段在24日也出现了交通拥堵的状况，让
不少市民把大把时间耽误在了车上。

天气还将持续晴好，今日是周日，预计出游的人数
还会增加，本报在此提醒各位欲出游的市民，出门前请
尽量选择合适的时段和路线，尽可能地避开人流高峰。

今日出游请尽量避开人流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