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名途径

五公里荧光跑道， 马可方
言会， 美好潮酷集市……这是
青年狂欢派对， 是夜跑发烧友
的集合地。8月25日， 近2万名
跑者齐聚橘子洲， 用脚步丈量
城市， 用激情点燃了世界上最
亮的五公里。

本次活动由长沙阳光城尚
东湾与晨报周刊、 湖南时尚频
道携手主办， 唯一指定领跑车
甲壳虫共同呈现。活动现场，每
一个参与者身着统一的T恤和
荧光装扮物品， 挥舞着手中的

荧光棒描画着他们心中最美的
夜空。活动的高潮，自然是马可
的方言演唱会了， 他深情演绎
的《相约在梦里》、《亲爱的白粒
圆》等歌曲，引发所有人的情怀
共鸣。

同时， 现场还有阳光城尚
东湾、甲壳虫、凤凰苗乡、斯普
瑞斯、ENJOY精选美食电商、
神州专车等APP带领大家一起
嗨夜跑！ 更有摇一摇送出千万
奖品。

■卜岚

8月29日，“2016道林古镇‘文化旅游惠民进社区’”活动在长沙启动，这也标志着长沙首届文化旅游惠民
进社区活动启动。据悉，该活动将走进长沙近60家大型社区，届时长沙市民可免费享受价值近200万元的旅游
产品。据介绍，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2016道林古镇‘文化旅游惠民进社区’”活动将在周末走进长沙近60个
社区，除艺满星城书画名家进社区巡回展、幼儿书画评选等活动外，还将开展旅游知识宣传、旅游景区体验等
多项文化活动，届时市民可以通过二维码和幸运抽奖的方式，免费享受价值近200万元的旅游产品。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杜文建

本报8月29日讯 长沙市
交警支队今日通报，由于轨道
交通四号线圭塘站一期工程
施工，从2016年9月1日零时起

至2017年8月31日24时止，劳
动路圭塘河桥禁止装载高度
超过2.5米的车辆通行。

■记者 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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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长沙京石医院收治
了一名年逾六旬的胆结石患
者， 在当地医院查出身患胆结
石的他被告知需要切胆取出结
石。 而身边有朋友切胆后出现
了消化不良的症状， 老人因此
拒绝切胆治疗胆结石。 经多方
打听， 得知长沙京石医院可以
进行保胆取石， 便在儿子陪同
下来到医院求治。

经过详细检查， 查出该患
者胆囊里长满了结石。 考虑到
胆囊对于人体的重要性，而该患
者胆囊功能完好，符合进行“三
镜联合微创保胆取石术”的各项

取石指征，于是医生为其量身订
做了一套符合他身体状况的治
疗方案。仅半小时便成功从老人
身体里取出百余粒小结石，成功
保住了胆囊， 当天便可下床活
动，留院观察3天就出院了。

因为胆囊是人体重要的消
化、免疫器官，切除后容易出现
消化不良、腹泻、胆汁反流等手
术后遗症；其次，胆囊具有保护
肠道的免疫功能， 切胆后大肠
癌发病率将上升20倍，70%的
胆总管结石都是因切胆所致，
所以建议胆囊功能完好就不要
切胆。而临床数据显示，80%胆

结石患者胆囊功能完好， 完全
具备保胆指征， 所以胆结石患
者完全优先考虑保胆取石，以
避免切胆后遗症。

长沙京石医院作为湖南首
家引进“三镜联合微创保胆取
石术”的专业结石医院，能够根
据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真正做到取净结石的同时，保
留有功能的胆囊， 避免切胆带
来的后遗症。 现起读者拨打便
民取石专线 ：0731-82806120
可参加读报送健康活动， 预约
结石病筛查或详询保胆取石相
关问题。 ■宁西

本报8月29日讯 因为《快
乐大本营》“坡主” 谢娜而被全
国观众熟知的马栏山， 很快要
成为一个地铁站名了， 以后去
湖南广电看节目的粉丝们，在
长沙地铁5号线“马栏山”站下
车就可以啦！今日，长沙轨道集
团就5号线一期18座车站的拟
用站名进行公示 ，10月 30日
前， 有意见或建议的市民可提
意见。

15座车站站名待定

作为长沙地铁“米”字型骨
干网络的南北向骨干线路，长
沙地铁5号线一期全线走万家
丽路高架东侧地下， 南起南三
环北侧时代阳光大道站， 北至
捞刀河以南蟠龙路站， 长22.7
公里，共有车站18座。

此次做站名征集的18座车
站中，除“万家丽广场”站为2号
线已建成的换乘站及3号线“月
湖公园北”、4号线“圭塘”已正
式命名、不再另外征名外，其余
15座车站均参与此次公开征
集。

15座车站的拟用站名也做
了公示， 其中离湖南广电最近
的三一大道站被更改为马栏山
站， 原万家丽路与朝晖路口的
朝晖路站及万家丽路与长沙大
道路口的华雅站被分别更改为
高桥北站和高桥南站。

不以商业楼盘命名

在站名征集公告中， 长沙
轨道集团公布了地铁站名命名
的五项原则， 其中，“站名的指
位功能” 被作为首要考虑被提
及，原则强调，地铁车站属于交
通设施， 应采用与车站地缘关
系紧密的地名命名。

命名原则还规定， 地铁站
名还应当便于公众使用， 与市

民日常出行的公路交通、 公共
交通在交通功能上体现一致性
和互补性， 同时体现长沙历史
文化内涵。

最后，命名原则明确指出，
地铁站名不以人名、企业名、商
业楼盘名命名， 禁止使用外国
地名命名。

与其他7条地铁线换乘

5号线一期已于2015年11
月动工，18个车站中， 有7座车
站可以换乘其他地铁线路：与8
号线在湘府路站换乘，与9号线
在木莲冲路站换乘，与4号线在
圭塘站换乘，与6号线在东郡站
换乘，与2号线在万家丽广场站
换乘，与7号线在晚报大道站换
乘，与3号线在月湖公园北站换
乘。

5号线一期计划2020年底
通车，建成后，将大大加强星马
副中心、 黄黎组团与城市中心
区的联系，对长沙市“一轴两带
多中心” 的发展战略具有引导
作用。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周莉

地铁5号线征名 15个站名等你定
不以人名、企业名、商业楼盘名命名 市民可通过发邮件、打电话、邮寄的方式参与

10月30日前， 市民可通过
发 邮 件 至 line5name@yeah.
com、 打电话给地铁服务热线
0731-86850000或邮寄纸质稿
件至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二段48号长沙市轨道交通运
营有限公司911室递交站名方
案。

征集到的站名方案，长沙
轨道集团将会同市地名办、地
名委员会专家对征集方案进
行讨论，并经市民政局审定后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
布。

“阳光夜跑”点燃激情
2万人狂欢派对躁动长沙

圭塘河桥禁高度超2.5米车辆通行

八成胆结石患者不需要切胆
专家呼吁：中老年人应重视胆囊重要性，保护胆囊存在

文化旅游惠民进社区

本报8月29日讯 27日上
午，由湖南省三湘关爱妇女儿童
志愿者协会（简称湘爱会）和省
民政厅驻江永工作队联合主办
的主题为“牵手计划，走读湖南”
为江永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关爱
活动捐赠仪式，在长沙市阳光社
区举行。省民政厅、长沙市编办、
市民政局、岳麓街道、阳光社区、
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公
司和爱心人士，及来自江永瑶族
20名乡村留守儿童共同参加了
活动。

省民政厅郑洪波处长称赞
了湘爱会公益活动的社会价值，
特别指出一些留守儿童由于长
期与父母分离、缺乏亲情关爱和
有效监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

至极端行为，遭受意外伤害甚至
不法侵害，需要全社会给予特别
关心爱护。“加强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
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此次“牵手计划，走读湖南”湘爱
会关爱江永少数民族留守儿童
公益活动除了将价值10000元
的爱心牛奶以及价值八千余元
的服装捐赠给江永少数民族留
守儿童， 湖南酷贝拉还给这20
位孩子们提供免费欢乐城的体
验。湘爱会还组织来自江永少数
民族留守儿童和当地社区的孩
子们开展了精彩的文艺晚会。

■记者 黄海文
实习生 李明 通讯员 叶炯

互助家园走近乡村留守孩子

本报8月29日讯 今日上
午， 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专
案组民警在益阳将犯罪嫌疑人
温某抓获，35小时快速破获长
沙“8·27”抢夺金条案。

8月27日，一男子在长沙市
芙蓉区五一大道某百货商场一
珠宝柜佯装选购黄金金条， 趁导
购员不备， 男子从其手中将一块
重1000余克、价值32万余元的金
条抢夺后迅速逃离。经全力侦查，
专案组发现犯罪嫌疑人逃跑行
踪，并于8月29日上午，在益阳沅
江市一安置房内将犯罪嫌疑人温
某抓获归案，并追回被抢金条。

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
查中。 ■记者 张浩

长沙警方破获
一起抢夺金条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