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民提醒

本报11月17日讯 他是身
有残疾的困难户，起早贪黑，靠
一只手种下50余亩玉米。 丰收
了，数万公斤玉米却愁销路。今
天，为了帮他，由长沙市农贸市
场协会组织的“扶贫帮困”玉米
义卖促销活动在长沙进行。

他叫万春谟，今年46岁，是
长沙浏阳市小河乡塘湾村村
民，右手受伤，家里只有一个多
病的父亲和一个上初二的女
儿，是村里的贫困户。

他告诉记者，今年，乡政府
和村委会为他争取了3万元的
扶贫贷款。 他拿着这笔钱种起
了50多亩玉米。 因为右手受伤

后无法用力，劳作中，他只能用
左手。开垦、种苗、浇水、施肥
……他起早贪黑， 一个人精心
照料着这50多亩玉米。

10月， 终于盼来了丰收，
“估计能摘2.5万多公斤。”万春
谟却愁容满面，“一打听才知道
今年玉米不好卖。”

在小河乡乡政府有关负责
人及浏阳当地媒体的帮助下，他
家的玉米陆续卖了1万多公斤，
还剩1万多公斤。他告诉记者，自
己种的是水果玉米，特别甜，而且
水分好，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
吃。可如果再过10多天还卖不出
去， 玉米的口感会大大下降，“到
时候只能让它们烂在地里。”

“知道消息后，我们立即联
系上了农户本人，决定免费提供
场地帮他爱心义卖，并出资帮他
开展促销活动， 买他家2.5公斤

以上玉米的我们协会送5个鸡蛋，
多买多送。”长沙市农贸市场协会
会长曾奎表示， 协会会想办法帮
万春谟把剩下的玉米卖完。

今天， 万春谟家近3500公斤
玉米从浏阳运抵长沙开售。 上午9
时，在长沙市友园农贸市场，“扶贫
帮困”玉米义卖活动一开始，就围
了很多选购玉米的爱心市民。“能
吃到新鲜玉米又有鸡蛋送，还能献
份爱心帮到困难户，挺好的。”正在
买玉米的市民毛召华说。

据了解， 从今天下午起，“爱
心” 玉米还将在长沙市的大椿桥
生鲜市场、 芙蓉区马王堆汽配城
生鲜市场、向东南生鲜市场、电力
生鲜市场、吉登生鲜市场出售，爱
心义卖促销活动同步举行。 如果
你既喜欢吃玉米， 又愿意帮助一
下万春谟，可以前往选购。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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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7日讯 近日
一则关于我省23日有超低温、
大暴雪的“温馨提示”在不少市
民微信朋友圈、 微信群中流传
起来， 引起很多人的恐慌与担
忧。 好在气象专家今天及时出
来喊话：“都是谣言！”造谣者的
意图无从揣测，不过，气象部门
表示，这既是不负责任的，也是
违法的。

“低温暴雪”微信多地流传

“23日， 湖南要下大暴雪
了， 注意防寒！”“长沙将迎来
1992年以来最冷的天气， 注意
保暖！”“湖南23日将出现零下9
至13摄氏度的超低温！”谣言说
得煞有介事， 还提醒大家储存
蔬菜、准备蜡烛、保养车辆等。
其实， 不光是湖南， 这几天山
西、 河北等地都出现了同样内
容的微信。

对此， 省气象台今天通过
官方网站、官方微信辟谣：22日
后，全省将迎来寒潮天气，但只
有局地高寒山区可能出现降雪。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晓
春预计，17日至18日，湘中以北
阴雨天气还将持续，湘中以南降
雨短暂间歇，部分地区可能出现
雾、霾天气。19日至22日，省内
大部地区有小雨。22日后，随着
冷空气的入侵，省内气温下降明

显，将迎来寒潮天气过程，过程
降温7摄氏度左右，日最低气温
将不足5摄氏度， 与零下9摄氏
度的超低温还是很有差距的。
除局部地区的高寒山区可能出
现降雪外， 其他地区不会出现
降雪。

邓晓春表示， 本次寒潮天
气过程，湘南地区降雨较强，其
余地区以小雨为主。“近期空气
湿度大，污染颗粒不容易扩散，
形成雾霾天气， 冷空气带来的
大风、 降水将会起到一定的缓
解作用。”

传播虚假气象预报可追责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气象信息呈现在公众
面前， 其中不乏擅自发布的虚
假信息。

省气象局负责人称， 天气
预报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
作， 社会公众可以传播天气预
报，传播时要注明信息出处，不
能擅自更改、 随意解读。 我国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26号令） 对气
象信息发布、传播、使用等进行
了明确的规范， 非法发布和传
播气象预报可处不同金额的罚
款， 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实习生 周莉 记者 丁鹏志

近日， 第四届长沙市职工
科技创新奖评选结果揭晓，湖
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下称“永
雄集团”）旗下的长沙裕邦软件
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裕邦软件）
自主研发的“一种平台数据保
全和邮件附件查找方式的系
统” 荣获长沙市总工会第四届
长沙市职工科技创新奖三等
奖。 该系统已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受理保护的信息技术核心

发明专利。
永雄集团董事长、裕邦软件

首席研发师、“平台数据保全和
邮件附件查找方式系统”专利发
明者谭曼介绍，该系统共有两个
功能，一是经平台处理并在平台
内删除的数据可通过数据银行
恢复，同时整个平台在网络端口
严格把控；二是可在信件冗杂的
邮件收件箱内，快速找到目标邮
件与附件。 ■朱泽寰

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
从长沙交警支队了解到，因
京港澳高速长沙黎托段东西
辅道工程施工， 从11月19日
零时起至12月19日24时止，
京港澳高速东西辅道曲塘路
口全封闭管理， 禁止所有机
动车通行。

■记者 虢灿

超低温、大暴雪，都是谣言！
省气象台辟谣：传播虚假气象预报可追责

1万公斤水果玉米眼看烂地里，残疾农户发愁

“爱心”玉米长沙开卖，快来帮帮他

本报11月17日讯 与朋
友很久不见， 见面时你最不想
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 应该是
“你胖了！” 这句话的杀伤力看
似若有若无， 其实它真的就如
同肥胖一般， 抽丝剥茧带走了
你的健康和生活。

在我国，肥胖呈爆炸式增
长，超重、肥胖的发病率已属
全球最快，约有20%左右的成
人患有肥胖症，每年全国相关
疾病的治疗费用高达100亿人
民币。长久以来，人们通过控
制饮食、勤加锻炼和药物内科
治疗来减缓肥胖，但这些传统
手段的复胖率常常高达90%
以上。

为全民普及“手术减重观

念”，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减重
代谢外科联合柯惠医疗开展
“寻找三湘第一胖”公益招募活
动， 寻找符合手术条件的最高
体重湖南人进行手术治疗。

招募的条件要求肥胖患者
体重指数 (BMI) 大于等于35
（KG/M2）， 年龄为18-65岁；
属于代谢综合征， 或单纯性肥
胖合并2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
合征及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等
并发症。

评选出的“三湘第一胖”患
者将获得社会基金资助， 减免
治疗费用。 对于其他的重度肥
胖患者经济困难的也优惠减免
一定的费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蒋凯

寻找“三湘第一胖”
湘雅三医院助其减肥

永雄集团裕邦软件
获长沙市职工科技创新奖

京港澳高速
东西辅道
曲塘路口全封闭

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昨
天从2016中国湖南（第七届）旅
游产业博览会工作调度会暨资
源说明会上获悉， 由省政府主
办、 省旅游局承办的2016中国
湖南（第七届）旅游产业博览会
将于12月23日至2017年1月3日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旅博会现场将设置锦
绣潇湘、韵味潇湘、精彩潇湘、快
乐潇湘四大展区， 展览区域3万
平方米，分为“城、景、韵、智、情、
匠”六大概念板块，全面梳理湖
南旅游资源。旅博会期间，还将

举行湖南旅游资源专项推介会、
旅游产业精英恳谈会、跨年灯展、
新春庙会、旗袍大赛、家庭旅游摄
影作品大赛等多项主题活动。

统计显示，从2010年至今，
前6届湖南旅博会共吸引省内外
3600余家参展机构， 展示涵盖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产业
元素， 参观人数达100万人次，
现场成交逾亿元，成为中部规模
最大、市场成交最好、旅游业态
最全的国际性旅游专业展会。

■记者 曹娴 易禹琳
通讯员 张珂嘉

旅博会12月将在长举行
跨年灯展旗袍大赛纷纷亮相

11月17日，郴州苏仙区良田镇一名工人被困于一个4米高的平台上。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发现，工人腰部受伤严重，四肢无法活动。消防官兵决
定用担架将伤者转移到地面。为防止担架在下落过程中发生意外，救援人
员将伤者在担架上固定好，采用“裹身”救援的方法救人。10分钟后，工人
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林思 摄影报道

男子掉落4米高台
消防“裹身”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