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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地铁“咸猪手”A09

5月31日，一条关于男性遭同性骚扰的微博引发广泛关注，微博发布者
表示，当天他在乘坐长沙地铁2号线时，遭到一名中年男性摸他下体。对此警
方表示，暂未接到“性骚扰”报警，会调查核实此事。核心提示

男子发微博：坐地铁遇“男咸猪手”
警方：遇到“咸猪手”一定要及时报警 律师：男子被同性“性骚扰”将有法可依

海尔“创客妇联”长沙启幕

“日暮苍山远，天寒
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
雪夜归人。”这就是唐代
诗人刘长卿的著名诗篇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诗中所指芙蓉山位于宁
乡青山桥镇田坪村境
内，海拔888米。芙蓉山
顶部有一方开阔地，约
有10000平方米，普济寺
即位于此。今天，我们随
宁乡旅游形象代言人向
霞光一起走进青山桥芙
蓉山旅游风景区， 领略
宁乡山水之美。

明代时寺院全部用
麻石砌成，一横一竖，成
十字形，中间有天井。明
成 祖 永 乐 十 一 年
（1413），圣旨敕封“普济
寺”。 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寺庙年久失修而毁。
至70年代重建寺院，规
模扩大，本世纪初，神殿
改盖琉璃瓦， 仿南岳大
殿之形，更显庄严肃穆。

普济寺之盛名离不
开芙蓉山的灵光秀气。
芙蓉山，石奇，林美，水
秀， 更有田坪水库与之

相映成趣。田坪水库面积4.2
平方公里，总库容达4416万
立方米。四周群山环抱，奇峰
迭秀，风景幽雅，是镶嵌在深
山峻岭之中的“金珠”，蕴藏
着无限的旅游开发商机。

■通讯员 谭艳琼
记者 潘海涛

青山桥芙蓉山———深山峻岭中的金珠

本报6月1日讯“既害怕又尴尬。”昨天
下午5点，长沙市民小明（化名）发微博称其
在乘坐长沙地铁2号线时， 在运行过程中他
遭到中年男性的“咸猪手”。对此，长沙警方
表示暂未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报警，但鼓励市
民遭遇“性骚扰”后勇敢报警。律师则称新的
刑法修正案扩大了猥亵罪的定义，并将受害
对象不再限定为女性，该修正案有望于年内
正式实施。

微博：男子地铁遇“男咸猪手”

今天下午，三湘都市报记者找到了小明
所发表的微博。

微博称，小明5月31日下午5点乘坐地铁，
随后上来一名中年男子站在他旁边。 当时他
在刷微博， 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摸他的下
体。 他下意识一看， 原来是那名中年男子的
手。等小明躲开后，男子还朝着小明所在的方
向移动，直到小明躲在角落里他才放弃。此后
小明观察发现， 中年男子又找到了另一名男
子，也是装作无意识地触碰对方下体。

该微博经@Hi都市报转发后，引发广泛
关注。

当事人：当时既害怕又尴尬

晚上7点， 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微博发布
者小明。

小明告诉记者，他今年20多岁，遭遇“咸
猪手”的地点是在长沙地铁2号线，当时是下
午5点左右。 当时那名身穿背心的中年男子
就背朝他站在他身前，“手不停地往后摸。”

律师说法
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

务所律师兰志如介绍， 此前
如同性对同性实施性骚扰，
在我国法律上是找不到相对
应的条文来进行处罚的，但
2014年10月发布的《刑法修
正案（九）草案》扩大了猥亵
罪的定义， 并将受害对象不
再限定为女性。

兰律师介绍，现行刑法第
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

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
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
罪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修正案(九)草案第十二条
则对上述规定作出修改，将妇
女改为“他人”，意味着男性也
将被认可为猥亵罪的对象，可
以适用此条款进行保护。此
外，条文还在第二款中追加了
“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扩
大了受案范围。“该修正案有

望于年内正式实施。”
兰律师说，市民如果遇到

“性骚扰”，最重要的就是必须
报警，而在报警前，市民可寻
找目击者作证，或是用手机拍
摄能证明其“性骚扰”行为的
视频作为证据，如地铁、公交
车上有能作为证据使用的监
控视频也可，“还可使用手机
将其丑态拍下。”兰律师表示，
根据《治安管理法》，对方可被
处以5日至10日的行政拘留。

男性被同性骚扰将有法可依

近日， 海尔集团联
合长沙市妇联举办以
“点亮女性之家，众创智
美生活”为主题的“创客
妇联”活动启动仪式。本
次活动旨在将“人人创
客” 理念根植于普通用
户之中, 为长沙妇女打
造开放的创业平台。

海尔市场部负责人
介绍，“创客妇联” 是基
于海尔开放的组织架构
打造人人创客的公益平
台， 帮助实现更多妇女
的创业梦想。“创客妇
联” 活动不仅将配合全

国妇联为女性创业工作
提供全方位支持， 组建
妇女创业公益项目团
队， 组建妇女儿童家园
项目团队， 目前预计在
全国打造70万个妇女儿
童社区互动生态圈，还
将通过专项创业资金来
支持创客家庭创业，助
推女性创业生态圈形
成。

自步入网络化战略
阶段，推行“企业平台化、
员工创客化、 用户个性
化”的“三化”战略主题以
来， 海尔一直探索践行

“人人创客”的思维模式，“创
业”、“创新”的理念贯穿于企
业发展始终。 截至今年2月，
海尔已支持内部创业人员成
立212个小微公司，在海尔平
台上的创业项目达470个，并
汇聚了1322家风投。

业内人士认为， 通过本
次“创客妇联”活动，海尔为
妇女自主创业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空间和巨大的平台，能
够为创业女性提供全方位的
孵化、 培训、 专属产品等支
持， 对提高妇女权益有着重
要作用。 ■通讯员 郭婷婷

记者 杨迪

老向带你玩宁乡(之十一)

小明回忆，遭遇此事后，
他明显感觉到“害怕” 又尴
尬，而且出于多种考虑，也没
有勇气选择直接制止中年男
子的行为。

小明表示， 他之所以选
择发表微博来曝光此事，是
想“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所
防范”。

民警:长沙地铁运营至今
未接到“性骚扰”报案

“目前长沙地铁还未接
到有关‘性骚扰’的报警。”6
月1日，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
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光达
派出所获悉， 从长沙地铁运
营至今， 还没有接到过一例
关于“性骚扰”的报案。

随后， 记者将这名自称
遭到“咸猪手”的男网友微博
截图发给了民警， 警方表示
会对此进行调查核实。 民警
告诉记者， 针对夏季公共交
通场合性骚扰事件不断增
多， 警方对此已做出了专门
的预案。

民警建议市民， 在乘坐
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如
果真遇到了“咸猪手”，一定
要及时报警。

■记者 陈昂 杨昱

5月31日，网友小明（化名）所发的微博内容（左图）和他拍下的中年男子背面照片（右图）。 网友供图

糖尿病的危害不是高血糖本身， 而是心、
脑、肾、视网膜以及下肢溃疡等可怕的并发症。西
药降糖虽能降低血糖指标，却不能阻断糖尿病的
并发症。 据不完全统计，75%的患者死于冠心病，
13%的患者死于脑血管病，7%的患者死于糖尿病
肾病。 造成糖尿病患者比常人少活很多年的悲
剧，那么糖尿病该如何正确治疗呢？

目前，我国发明的新一代治糖尿病药物“堂
旨舒·消渴平片”，符合国家标准，天然植物，绿色
无副作用， 是专门针对中国人体质研发的降糖
药。糖尿病专家张教授说：“长期以来很多患者只

把眼睛放在血糖值上，却忽略毒性黏糖及常年使
用药物残留的糖毒。 ” 服用“消渴平片”的患者不
仅血糖能逐渐降下来，而且“堂旨舒·消渴平片”
独有的“HD”离子像吸附剂一样吸除血液和心、
脑、肝、肾等重要器官中的毒素垃圾，全方位净化
血液排除药毒， 修补病态的胰岛素受体基因，修
复胰岛功能，纠正代谢紊乱，化糖为能量，有效解
决糖尿病及并发症。

目前消渴平片已全面上市，降糖稳糖逆转并
发症，已得到广大患者和专家的认可，同时被药
监部门授予国药准字 Z20053145。

—惠民公告—
由糖尿病康复基金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发起的

“厂家直供”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期间购药一律享
受 50%特大优惠。 另外由堂旨舒·消渴平片厂家
再拿出 50个名额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名额
有限，先报先得，满额即止！

抢报热线：400-678-6019���������������������
全国免费发货送货，货到付款。

此生物降糖方到底好在哪？
“堂旨舒·消渴平片”是我国发明的新一代

治疗糖尿病药物，首创肝胰化糖疗法，首例肝
胰双效的新药。 消渴平片符合国家标准，2013
年 5 月 14 日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在北京召
开发布会，认证了消渴平片的功效；经过全国
几十家医疗机构临床验证，没有副作用和对药
物的依赖性， 为此 IDF 将其作为糖尿病药食
同源健康产品，同时被药监部门授予国药准字
Z20053145。

有效减轻血糖忽高忽
低的现象，让您 24 小时血糖平稳，浑身有劲，
大胆吃喝。 经过上千次的临床验证，消渴平片
是值得一用的降糖药。

降糖稳糖显奇效
每天热销数千盒

消渴平片一推出就立即引起广大糖尿病患者
的疯狂抢购，北京，上海，河南，广州，四川等市场
抢购异常火爆，糖友们纷纷表示：吃上消渴平片，
其它西药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一天只需服
用一次血糖就能平稳，服用方便又省钱，这才是
我们要找的药。

四大功效 降糖显效快

三天血脂血粘度降低， 血糖逐渐恢复正常，
可减服降糖西药和传统中药，只需要服用消渴平
片，就能使血糖逐渐降下来。

服用消渴平片两周后，四肢麻木，皮肤瘙痒，
视力模糊，便秘，水肿，失眠等症状好转，糖化血
红蛋白逐渐降低并且平稳，恢复红细胞携氧量，
血糖稳定。

服用消渴平片两个疗程，除顽固患者需要巩固
外，一般患者均可以实现临床康复，患者可以间断
用药或减药。

�����生物降糖不含西药成分，不会出现低血糖，糖尿
病患者可以放心大胆的服用。

以上功效接受全国糖友的亲身验证，效果达不
到的，无条件退全款，五年内偶有复发者凭信誉卡
免药费治疗。

生物降糖新配方
———生物疗法， 平稳血糖， 修复胰岛， 正常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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