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2.8��星期一 编辑 陈香云 图编 覃翊 美编 刘铮铮 校对 黄蓉

华声速览·世相A07

外媒7日报道，美国野生
动物专家保罗自愿被水蟒生
吞， 用摄像头拍摄水蟒身体
内部结构。

赞 北京晨报7日报道，比
利时一艺术家养猪给猪文
身， 一张文身猪皮最高可
卖到100万元。

牛 现代快报7日报道， 江苏
盐城一女子因反穿衣服骑电
动车，致其被撞后手脚受阻头
部着地死亡。

伤昨日
最之

提醒

沸点

一龄童凌晨大哭，救了旅馆房东和租客
两人因一氧化碳中毒送医 医生：入冬中毒患者增多，热水器应与浴室分开

本报12月7日讯 今天
凌晨， 长沙市一家小旅馆
内，房东张女士如厕后晕倒
在床。 和她同样遭遇的，还
有租住在她店内的一名女
房客。 随后，2人被紧急送
医，才知是一氧化碳中毒。

张女士说，凌晨时分她
被1岁大孙子“哇哇”大哭的
声音惊醒，起初她以为孩子
冻着了， 便给他加了层被
子。趁着已经清醒，她索性
起床去卫生间方便。

“里面好大一股怪味，开
始以为是有人没冲厕所。”
张女士上完厕所准备起身
时， 突然感到脑袋一阵眩
晕，刚回到卧室便摔倒在床
上，“就一会工夫，整个人连
翻身的力气都没了。”

因为不能动弹，张女士
努力提起嗓子向睡在一旁
的爱人求助。就在家人准备
将其送医时，对门的女租客
也直喊不舒服，直到将门窗
打开， 情况才有所好转。随

后，两人被紧急送医，一查
原是一氧化碳中毒。通过高
压氧等治疗两人情况已经
好转出院。

今天上午，三湘都市报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大道附
近的这家小旅馆。 这间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被隔成了5
个小单间，而液化气罐和热
水器就置于大厅靠厕所的
位置。 通过凌晨事件后，张
女士说会找人对煤气管道
进行检修。

今天下午，记者从长
沙市八医院了解到，入冬
以来该院收诊的一氧化
碳中毒患者开始增多，该
医院已经收治10余例。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
诊内科医生曾昭提醒市
民，避免使用老式直排式
燃气热水器，热水器应该
与浴室分开。同时，燃气
热水器使用时浴室及热
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
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

长， 更不要多人连续洗
澡。另外，在家庭使用煤
气时，如发现火焰的颜色
是红色， 那么就要注意
了，这是火焰燃烧不完全
的现象。正常的火焰颜色
应该是蓝紫色的。 同时，
如果一次没有打着火，就
应该稍等一会再打火，等
煤气散尽。

一旦发现有人煤气
中毒，曾昭建议，应先将
人迅速转移到空气流通

处， 再根据情况进行抢
救，如头晕、恶心或接触
时间不长等轻微中毒者，
自行在空气流通处休息，
注意保暖，一般症状可逐
渐缓解。“无论中毒较轻
或严重，都应该要及时送
往医院，切勿自行服用药
物和其他物质，避免加重
病情。要保证中毒者能充
分吸氧、 呼吸道畅通。”
（王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
30元） ■记者 杨昱

本报12月7日讯 通过
“租用” 小超市或便利店场
地，使用“打鱼机”和“老虎
机” 进行非法赌博活动。近
日，长沙开福警方查获一涉
赌团伙，5名便利店老板因
提供场所， 被警方刑事拘
留。

今年下半年以来，开福

公安分局四方坪派出所接
到市民举报，在辖区藏匿着
大量老虎机和打鱼机。调查
中，民警掌握到以陈某为首
的12人涉赌团伙。 随后，警
方将涉案团伙一举抓获。据
陈某交代，该团伙先后在开
福区新河街道、四方坪等地
超市和便利店放置有100余

台老虎机，每一台老虎机支
付400元“租金”。半年来，该
团伙非法获利40余万。

目前， 该团伙12人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 因为涉赌团
伙提供场地，5名超市老板也
被警方以开设赌场罪刑拘，
该案仍在进一步审讯中。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罗立

提供赌博场所，5商店老板被拘

本报12月7日讯 靳
汉海是河南开封人， 他发
现做假“伟哥”赚钱容易，
于是他和湖南邵阳人杨意
军两兄弟等人合伙， 购买
了各类生产设备， 在长沙
开福区捞刀河开了一家
“制药厂”， 面粉假冒壮阳
药共生产假“伟哥”等产品
13万多盒， 涉案金额数百
万。今天上午，三湘都市报
记者了解到，因涉嫌生产、
销售假药罪， 他们被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 长沙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中， 公诉机关指
控：2013年5月至2014年4
月期间， 被告人靳汉海和

杨意军两兄弟， 共同出资
开设了这家制假工厂 。他
们先后在长沙县湘龙街
道、 开福区等地租用民房
设置加工作坊，以“香港天
龙公司”名义生产假药，销
售金额达200多万元。据了
解， 该制假窝点查获的假
壮阳药五花八门， 性欲魔
王、美国伟哥、花球生精丸
等多达30多个品种， 但实
际上都是用面粉夹杂一些
药物自制而成。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
被告人靳汉海对生产、销售
假药事实并无异议，但他坚
称生产的假壮阳药虽然没
有什么药效，不过也没副作

用。但经湖南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检验，这些假药中
检出国家管制的处方药“西
地那非”、“地达拉非”成分，
这些成分与“伟哥”类似，应
在医生指导下才能使用，滥
用可能导致短暂性视力异
常， 或心肌梗死等严重后
果。

虽然这些假性药加工
简单， 但销售面非常广，通
过物流公司，这些假性药已
销往全国26个省市。由于案
情重大复杂，经过一天的庭
审后，审判长宣布，案件将
择日宣判。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向秋莉 通讯员 张吟丰

面粉冒充性药，销往26个省市
长沙县法院开庭审理特大假性药案

华商报7日报道，6日，西
安某知名超市女员工因被指
涉嫌诈骗和三名亲人在华山
跳崖。据悉，李某及其三名亲
人跳崖前曾留下遗书，让人帮
忙报警，以免他们暴尸荒野。

当事女员工李某今年32
岁，是西安一家知名超市商品
部的负责人。据悉，李某利用
工作便利及自己家开的西安
亿道商贸公司做幌子，涉嫌诈
骗数亿元。 警方立案之后，对
李某家开办的西安亿道商贸
公司账户以及李某、岳某的个
人账户进行了调查， 发现自
2009年至2014年9月底，三个
账户在西安15家银行的账面
流水高达90亿元。

据了解，11月24日晚，李
某一行四人到达华山北峰
后，求助华山上一个道姑，并
留下遗书说， 他们会从华山
北峰附近一个叫日月崖的地
方跳崖，让道姑帮忙报警，因
为不想暴尸荒野。据了解，警
方后来确实是在日月崖的缝
隙下找到李某及其家人的，
他们跳崖处的海拔约1000
米， 而四人的尸体被找到的
位置海拔有200米左右。

医生：谨防煤气火焰变红

直击

一家四口跳崖
账面流水90亿

美首批
潜艇女兵遭偷拍

新华社7日报道，美国海
军一名男军官涉嫌偷拍首批
登上潜艇服役的女兵淋浴、
更衣等且散播相关视频，正
在接受军方调查。

据悉，这名男军官现年24
岁，是二级士官，在美国“怀俄
明”号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上
服役。他涉嫌过去一年多来利
用隐藏摄像头偷拍这艘核潜
艇上的女兵淋浴及更衣等，还
把所拍视频发送给其他人。作
案者偷拍的视频据信包含3名
女兵淋浴画面。

女生穿睡衣扮林黛玉
与陈晓旭版神似

天府早报7日报道，在《红楼梦》中，贾
宝玉心中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
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好一副让人怜惜的
模样。近日，四川农业大学一女生寝室的妹
子们也扮起了黛玉。但是你见过身穿睡衣、
手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课本、肩
扛晾衣杆的林黛玉么？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组图片被拍摄
出来，与陈晓旭扮演的黛玉原图一相比，竟
真有几分神似。

12月2日晚上， 该女生的室友们突然
觉得“@Sweety_没心没肺”长得有点像林
黛玉，于是开始做起了这场低成本的cos-
play：室友“@心意xi”负责发型，扮者自己
负责服装（睡衣），另一名室友负责打光，还
有一名室友负责拍摄。

【点评】@皎洁冰心：掌握了《马哲》的
林黛玉！

图区

南京大学刑法考题
“草泥马”属凶器？

金陵晚报7日报道， 南京大学刑法学
期末考试，曾有一道选择题的选项是：“甲
骑着草泥马抢夺乙的提包。因为草泥马可
以咬死人，故属于凶器。甲的行为应认定
为携带凶器抢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抢
夺罪。”这个说法是对是错呢？

这道题让考生们啼笑皆非。 对此，出
题者、 南大法学院黄旭巍老师揭晓答案，
“这个选项应判断为错误， 因为根据我国
刑法，并没有‘抢夺罪’一说。”

【点评】如此看来，世间万物皆凶器。

趣闻

益阳彩民中得
1200万元大奖

本报12月7日讯 12月7
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玩法第 2014142期如期开
奖。 当期开奖号码为红色球
06、21、22、23、25、28， 蓝色
球13。全国共计中出一等奖5
注，单注奖金1200万元。

我省益阳彩民中得当期
一等奖1注，出奖地为益阳沅
江永兴路230号43074072站
点。 这是我省今年中出的第
42注双色球一等奖。计奖后，
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为3.43
亿元。 ■记者 侯小娟

通讯员 李冬

“蝙蝠侠”游艇曝光
动力来自于太阳能板

中国日报7日报道， 瑞典汽车设计师
爱德华·格雷设计的豪华游艇Xhibition-
ist日前曝光，其基本模式的价值高达160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5亿元）。

这艘游艇类似“蝙蝠侠”的座驾，可用
于举办聚会、 当作浮动展厅或私人游艇。
此外，Xhibitionist还设有汽车展览空间
和引擎室，而引擎完全暴露在外，仅有玻
璃墙防护。据悉，该游艇的动力来自于太
阳能板。到了夜晚，游艇还能发光。

【点评】@汤姆可撸丝：有钱人就是任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