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庐山、井冈山门票
国庆期间降价20%

为营造良好的价格环境，促
进旅游消费，江西省发改委日前
出台规定， 今年国庆节期间（10
月1日—7日），江西庐山、井冈山
等 49个景区门票价格下降约
20%。江西省发改委介绍，这次国
庆节期间的优惠范围包括庐山、
井冈山、龙虎山、婺源江湾、景德
镇古窑民俗博览区5个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在内的49个景区，门票
价格统一实行优惠，价格降幅为
20%-21%。 ■据新华社

2014年考研时间表确定
本月25日开始预报名

本报9月8日讯 2014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考时间已确定。
应届本科生预报名：9月25日-28
日；正式网上报名：10月10日-31
日； 现场确认：11月10日-14日；
初试：2014年1月4日至5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 考试

… 旅行

长沙市第四医院骨二科
主任张淑云表示， 市民爬山
时最好选择舒适的软底防滑
鞋， 以避免引起劳损造成局
部疼痛；如登山路程较长，则
可尝试使用带有弹力的绑带
缠绕在小腿上或者穿弹力
袜，加快下肢静脉血回流，防
止登山后下肢肿胀。

此外， 长沙市第四医院
急诊科主任黄艳提醒市民，
爬山虽然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方式，但因人而异。患有心脏
病、眩晕症、高血压等疾病的
人，最好不要盲目爬山，以防
意外。另外，有心肌病或风湿
性心脏病的青年人也不适宜
爬山。

三类病人
不要盲目爬山

9月8日下午，长沙岳麓山，很多游客在登山。天气转晴，前
来爬山的市民和游客比往日多了很多。 记者 田超 摄

今日开奖…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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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8日讯 最近天
气凉爽，岳麓山空气清新，不
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爬山锻
炼。但同时，“爬山客”摔伤事
故也频频发生， 长沙市第四
医院急诊科最近就接诊了多
名因爬岳麓山而不幸受伤的
市民。

近来接诊多起摔伤病人

家住芙蓉区的张娭毑今
年70岁，平时热爱运动，几乎
每天都会和老伴去岳麓山进
行晨练。上周的一天清早，张
娭毑和老伴爬完山后， 打算
绕小道回家， 没想到行至半
山腰时，由于体力不支，不小
心猛地摔在一块大石头上，
左小腿被刮伤， 胸部也受了
重伤。

途经的路人发现后，赶
紧将其送往了长沙市第四医
院进行救治。“患者送过来
时，伤口严重污染，左小腿下
段可见8cm长的三角形伤
口，流血较多。”长沙市第四
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金迪文
介绍， 更为严重的是，CT检
查结果显示老人多根肋骨骨
折。鉴于伤势严重，老人被转
入骨科进行治疗。

同时， 记者从长沙市第
四医院急诊科、骨科了解到，
近段时间来有不少在岳麓山
爬山过程中发生意外的市民

前来就诊，其中绊倒的、滑
倒的最多。

小道上山请认准石板路

“岳麓山周边可能有近
20条小道。有些市民为了刻
意追求曲尽通幽的风景，或
抄小道走近路，其实是不可
取的。” 岳麓山风景区管理
处工作人员龚延春介绍，除
了湖南大学南门、新民路口
东门这两个正式入口的山
道外，还有岳麓书院附近的

3条小道和湖南师范大学附近
的2条小道可供游客爬山锻炼，
这5条小道都是石板路。“而岳
麓山的其它小道尤其是后山小
道是不建议市民行走的， 这些
小道大多是自然形成， 泥泞且
陡峭，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也没
有设置安全设施， 尤其是下雨
时和夜间， 易发摔伤事故。”龚
延春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徐焰

通讯员 洪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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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小雨 24～30℃
株洲 多云 24～34℃
湘潭 晴 25～33℃
衡阳 晴转多云 24～34℃
常德 多云转小雨 23～26℃
岳阳 阵雨 20～25℃
益阳 多云转阵雨 23～28℃
娄底 晴转多云 23～33℃
邵阳 多云 23～33℃
郴州 晴转多云 24～34℃
永州 多云 �23～34℃
怀化 阴转阵雨 22～29℃
湘西 小雨 21～26℃
张家界 小雨转中雨 24～28℃

湖南14市州明日天气 “爬山客”摔伤事故频发
麓山寻幽最好走石板路

本报9月8日讯 近日，湖南霏
霏细雨飘不停。从明晚起，全省又
将迎来降水过程，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阴雨日数多， 无明显冷
空气，气温保持稳定态势。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璋景

… 本周天气

本报9月8日讯 过去一周里气
温陡降， 让人真正体味到了秋的寒
意。不少市民坚持“春捂秋冻、不生
杂病”，依然还是短袖短裤。长沙市
疾控中心今天发出本周健康预报，
提醒市民在气温明显下降的情况
下，“秋冻”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近
段时间早晚外出要及时添衣， 注意
预防流感等上呼吸道疾病。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徐焰
通讯员 谢丹 王帆

… 健康提醒

“秋冻”要量力而行

今晚又迎降水
本周多为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