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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温·保险

本报7月16日讯 湖南美
食众多， 怎样才能在品尝美食
饱口腹之欲的同时， 又不失营
养和健康， 省胸科医院推出了
由唐细良教授担任专业顾问的
“营养健康尝美食” 主题专栏。
今天，该栏目聚焦唆螺。

唆螺是长沙人夜宵摊上一
道独具特色的传统风味美食。很
多市民喜欢叫上三五好友，点上
一盆唆螺、几瓶啤酒，尽情享受
着美食带来的快乐。省胸科医院
营养科副主任张胜康提醒市民，
生吃唆螺可能引起广州管圆线
虫病，一定要煮熟才能吃。

除此之外， 吃唆螺还应注
意如下几点：

1.吃唆螺时尽可能把内脏
吐掉， 因为大多寄生虫与螺的
排泄物都在螺的内脏中。

2.唆螺在制作前应该放清
水中存放2天以上，以便螺把淤
泥等废物尽可能吐干净。

3. 制作时可以用上一些既
美味又卫生的方法， 比如先把
螺肉挖出来，内脏去干净，再把
葱、蒜、姜、肉、油、盐等配料一起
又灌回螺壳中，蒸熟即可食用，
该法既干净卫生，又营养美味。

4.常规烹饪的唆螺一般都
含有高盐高嘌呤， 所以建议痛
风、 高血压等患者尽量少吃或
不吃。■记者李琪通讯员杨艳

实习生 邓美华 王琳 黄佳艺

入伏以后， 长沙逐渐进
入炙烤模式，气温直逼37℃。
持续高温下， 中暑等意外风
险发生的概率亦大幅提升。
近日， 部分险企又纷纷推出
“高温险”，今年的“高温险”
有何变化？

高温险今年不再考虑
高温天数

近年来，“雾霾险”、“爱情
险” 等形形色色的新奇险种
层出不穷，噱头十足。对此，
保监会日前印发通知， 对财
产保险公司备案产品开展专
项整治工作。其中，产品开发
是否存在创新不规范、 炒作
概念和制造噱头、 设计偏离
保险本源、 保障功能弱化等
问题是整治重点。因此，诸多
“奇葩险”也被认为将面临下
线风险。

不过， 随着全国各地温
度不断攀升，“高温险” 再度
如约而至。 多家险企都推出
了针对个人高温生活成本补
贴的保险产品。其中，众安保
险与翼支付联手推出甜橙高
温补贴险， 其在赔付环节与
往年有所差异， 不再考虑高
温天数， 只要当气温超过保
险公司与客户约定的标准，
客户就能够从保险公司处领
取高温津贴。

记者在翼支付平台看
到，甜橙高温补贴险保费为3
元，每份保障期为一周。如7
月14日投保，则保障期限为7
月21日-27日。 以长沙市为
例，在此期间，如果当地最高
气温达到或超过39℃， 无需
申请理赔， 翼支付将自动向
消费者发放每天5元的高温

补贴。由于最高可投保10份，
因此每周最高可获得赔付
350元。

单一天气险
无明显可保利益

记者随机采访市民发
现，很多人购买“高温险”，一
方面是为了实现心理的安稳
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是受到
投机心理影响。 在业内人士
看来，目前在售的“高温险”
多数为面向个人的天气指数
保险， 单一的天气险并未存
在明显可保利益， 应按照自
己真正需求进行投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
温天气确实对大家身体健康
有一定威胁，在此情况下，高
温中暑保险或更为实用。

记者注意到， 中国平安
在天猫官方旗舰店推出了
“高温出门无忧险”， 保费从
10元至38元不等， 在预定期
限内发生风险， 保险公司将
按照约定进行赔付， 其中高
温身故最高可赔付50万元，
高温医疗则最高可赔付2万
元。

业内人士指出， 市民普
遍认为高温天气中有意外险
保驾护航就够了， 这其实是
一个误区。 由于医学上认为
中暑是一种疾病， 是由自身
身体素质引起的、 对恶劣环
境的一种反应， 不属于意外
状况。 意外险能否对中暑进
行赔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单纯意外并不能获得理赔，
只有中暑导致摔倒引起外伤
等才属于意外伤害事故。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邹雨 罗梓豪

本报7月16日讯 近期，
湖南大部“火力全开”，高温天
气不断加强。 省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省内高温将进一步
扩展增强，37℃以上高温范围
扩大。且未来一周，省内高温
难以消退，公众需注意防暑防
晒。

监测显示，15日8时至16
日 8时 ， 全省平均最高温
35.2℃，张家界、湘潭、衡阳等
70个县市最高温超35℃，其
中益阳、桃源、安化、汉寿达
37℃或以上。

今天午后2点，35℃及以
上的气温占据了湖南“大半江
山”，省气象台下午4点发布高
温黄色预警，预计24小时内常
德、益阳、岳阳、长沙、湘潭、株
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张
家界、怀化、湘西州及邵阳将
达到35℃以上高温， 其中常

德、益阳、衡阳、株洲及长沙东
部局部地区将达37℃以上。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
周，省内无明显降雨，大部地
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今明两
天，高温进一步加强，普遍将
出现35至37℃以上高温，局
地达38℃左右；18日晚至20
日，省内多阵雨天气，高温或
有所减弱，不过，很快又将再
次发展起来。

专家提醒，未来一周湖南
将进入少雨时段， 农业方面，
各地要注意蓄水、保水和科学
用水，以保证中稻、晚稻等作
物后期需水，减轻高温干旱对
粮食作物的危害。及时关注当
地天气预报，抓住晴好天气适
时收晒已经成熟的早稻、春玉
米、春大豆等粮食作物，确保
颗粒归仓。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吴静梅 通讯员 蒋丹

本报7月16日讯 全球最大的
艺术家个人美术馆在哪里？7月16
日，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wrca）权
威认证：长沙市李自健美术馆为全球
最大的艺术家个人美术馆。

李自健美术馆由湘籍旅美画家
李自健和丹慧夫妇独资投建、 创立，
位于长沙市洋湖湿地国家公园片区
的湘江之滨，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
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2016年9月29
日落成开馆，对社会大众永久免费开
放。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屈紫语

本报7月16日讯 7月1日起，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在
全国实施。这意味着，在生态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以往常缺
位的诉讼主体正式由各级检察院来
“兜底”了！14日上午，湖南省人大常
委会在省人民检察院组织召开全省
公益诉讼工作座谈会。省委政法委、
省检察院、 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十余
部门负责人与会座谈。 ■记者 龚化

本报7月16日讯 14日上午，湖
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在长沙闭幕。 大会选举产生
了湖南省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领
导班子和新一届执行委员会。 张健当
选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主
席（会长），陈潇当选常务副主席（常
务副会长），李曦、吴曙光、杨广林当
选副主席（副会长），漆平波当选副
主席（副会长）、秘书长。吉为等当选
兼职副主席。

■记者 蔡旻旼 通讯员 周彬彬

本报7月16日讯 昨日，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感染科，
25岁的李东（化名）从二病区康
复出院， 这位壮小伙因接触海
鲜，不慎感染了被称为“海洋无
声杀手”的海洋创伤性弧菌，持
续高烧吃药打针都没效果。

李东是台湾人， 在长沙从
事海鲜生意多年， 每天都要接
触海鲜。7月初的一天， 突然出
现发热，最高时达39度多，吃药
打针未见好转， 持续了一个星
期后， 皮肤破损处还出现了暗
红色的皮疹，并伴有水泡、疼痛
等症状。

7月8日， 李东来到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感染科就诊，二
病区陈军教授、许允博士、彭峰
博士等经过分析病情和查阅资
料后， 考虑李东为海洋创伤性
弧菌感染。

“海洋创伤性弧菌是一种
栖息于海洋中的细菌， 感染者
并不多见。”陈军教授说，特别

是在内陆地区，目前湖南还没
有报道这种病例。但它却十分
凶险， 病情发展快， 引起蜂窝
组织炎和败血症，75%的海洋
创伤性弧菌感染患者在入院
48小时内因多脏器功能不全
而死亡，被称为“海洋中的无
声杀手”。

陈军教授表示， 海洋创伤
弧菌一般通过进食被细菌污染
的海鲜食物， 或破损的肢体接
触海水、 被海产品刺伤皮肤而
感染。暑假到来，前往海边旅游
和吃海鲜的市民， 特别是肝功
能不良者或身体有伤口时一定
要做好保护措施， 以免被此菌
侵袭导致感染。

他提醒， 处理海鲜时应戴
手套，以防止扎伤，海产类食物
绝对要煮熟再吃， 通过高温可
以杀死创伤弧菌。 而接触海鲜
后若出现发热和皮肤炎症等现
象都应高度重视，及时就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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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7月16日,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人行景观桥主桁架顺利合龙。该项目位
于浏阳河风光带营盘路大桥与远大路大桥之间， 为连接浏阳河风光带东西
两岸的人行过河景观桥。 记者 张目 通讯员 王铮 摄影报道

战高温·饮食

浏阳河人行景观桥
主桁架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