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本报10月8日讯 10月8日凌晨6时
16分，经过专业搜救队24小时不间断搜
救，沅江“10·5”水上交通事故最后一名
失踪人员尸体在离事发地点下游4公里
处凌云塔临近水域打捞上岸。至此，22名
落水人员已全部抢救、打捞上岸，其中10
人生还、12人死亡。

经过各级交通、安监、海事、公安、消
防、卫生等部门和当地渔民、群众的
共同努力，搜寻工作已经结束。此前，
沅江市公安局已对事故肇事者陈
华固进行了刑事拘留。 事故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记者 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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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8日讯 今天，经公安部批
准，在常吉高速公路沅陵官庄段液化石
油气槽罐车侧翻事故抢险救援中壮烈
牺牲的2名现役消防队战士胡友生、吴
奇龙为烈士， 湖南省公安厅为2人追记
一等功。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合同
制消防员杨勇为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受10月6日罐车爆炸事故的影响，
目前， 常吉高速公路1116KM西往东方
向道路完全封闭，为了保证过往司机的
通行， 常吉高速交警开始对1116KM东
往西方向路段实行半幅路面双向单车
道通行的措施，并根据路面情况随时采
取不同的交通管制措施。

为了防止国道拥堵，往常德、长沙
方向的驾驶人可提前从沅陵收费站或
马底驿收费站下高速，从官庄收费站上

高速绕行，往吉首方向的驾驶人可提前
从官庄收费站下高速，从马底驿收费站
上高速绕行。

另外，路面车辆小高峰一般集中在
下午， 所以请驾驶人最好避开该时段，
选择上午出行， 但不建议晚上出行，一
是晚上路面视线不好，且傍晚隧道山间
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二是如遇分流，走
国道需要的时间更长，易耽误行程。

10月6日上午， 怀化市沅陵县境内
的常吉高速官庄地穆庵隧道西口，一场
侧翻车祸导致2人当场死亡。 在随后的
救援过程中，出事的液化气槽罐车突然
发生爆炸，冲击波辐射超过500米。 来不
及撤离的3名消防人员牺牲， 被疏散的
50多名乘客无一伤亡。
■记者 周小雷 王为薇 通讯员 梁美芝

【编者按】 旅行是快乐的，但也意味着前路未知。遗憾的是，
有人在这原本值得期待的未知中走进了永恒的灰暗。在那些与旅
途有关的死亡事件背后， 是一个个逝去的生命和痛苦的家庭，除
了简单地将他们变成数字和百分比，我们是否更应该检讨出行事
故缘何高发？最起码，出门在外，请一定要珍惜自己。

男子辞工入城看病猝死车站
乘车十余小时，下车仅走几步就倒下了 专家提醒：50岁以上出行者应带“解闷药”

罐车爆炸事故致常吉高速官庄段管制

3名殉职消防员被批准为烈士
并追记一等功

沅江“10·5”水上事故找到最后一名失踪者遗体

肇事者陈华固已被刑拘

10月8日，长沙汽车东站，一名中年男子猝死，
民警从死者身上发现2.3元人民币，一个手机和一张
本人身份证。 见习记者 张明阳 摄

男子坐车10小时后猝死

上午9点， 记者赶到事发地点长沙汽
车东站。死亡男子躺在地上，民警正在现
场勘察，在他的随身物品当中，民警发现
了一台手机、部分现金以及少量的瓶装药
物。由于事发地点车辆较多，人流最大，为
了避免造成拥堵，民警很快将死者送往殡
仪馆。

“他刚从车上下来没走几步就倒在地上
了，120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目击者王
师傅回忆。

随后，记者联系了该男子乘坐的长途车
驾驶员黄师傅。黄师傅告诉记者，死者是在
安徽蚌埠上的车，当时随行的还有另一名男
子，目的地正是长沙。黄师傅介绍，该车于7
日下午5时许从安徽出发，今晨6时40分抵达
长沙东站。

“一路上十几个小时，中途休息了3个小
时， 他没有任何异常情况。” 黄师傅也没想
到，汽车到站后会发生这样的事。

据了解，死者姓陈，邵阳人，50岁左右，
此前一直在安徽打工，这次来到长沙是专程

辞工来看病的。

建议：坐长途车常备救心丸

身患疾病、乘车十多个小时，这是否是
男子意外死亡的原因？对于年长和身患疾病
的特殊人群， 乘坐长途客车应该注意些什
么？记者采访了湖南省名老中医、湖南省中
医药大学教授彭坚。

彭坚认为， 长途车辆一般封闭行驶，通
风效果不好，车内难免缺氧，这对有心脏病
史、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等患者
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在乘坐长途车辆时，
最好有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救心丸和硝酸
甘油类的急救药品，乘坐时间稍长应到车外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同时，彭坚建议，不管是否患有疾病，年
纪达到50岁以上者，应该随身携带一些清凉
油等物品， 在感觉不适时涂抹于太阳穴、鼻
子下方等地方，可以起到缓解胸闷和醒脑的
作用。如果发现身旁有人出现不适，其他乘
客可及时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内关穴、虎口
穴等，可起到急救作用。

■记者 王智芳

本报10月8日讯 “他坐了十多小时车来长沙看病，一下车，就死了！”目击者说。今天上
午7时许，一名男子在长沙汽车东站的车辆进站口突然倒地不起，周边乘客见此情况立即拨
打120急救电话，可惜的是，120赶到现场时，男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9月30日至10月7日， 全国共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68422起，同比下降24.1%。涉
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64起， 造成
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325
万元。

●10月7日中午， 青银高速淄博段
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 已致14人

死亡，40余人受伤， 多名重伤
员仍未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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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 12118期 本期投注额：82368464 元

22选 5第 12275期 本期投注额：1584140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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