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3日讯 “只是
摔了一跤， 哪里知道会有这么
严重。”6岁的小斌正上一年级，
半个月前， 他在体育课上摔了
一跤后， 老师和家长都以为只
是个“小意外”，可三天后，原本
可爱、帅气的小脸，却出现了类
似“面瘫”的症状，嘴角严重倾
斜、一只眼角往下垂。医生诊断
其为面神经损伤，医生提醒，孩
子摔伤头部和面部时， 应及时
送医确认病情，切勿掉以轻心，
以免延误治疗。

10月30日下午， 小斌在学
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倒，头
面部先着地。回到家后，小斌的
爸爸发现， 小斌的面部有些肿
胀，“想着在家休息两天，瘀肿就
会慢慢消掉。”三天后，家人发现
小斌脸上的瘀肿非但没有消肿

的迹象，反而更严重，出现了口角
歪斜明显，眼睑闭合不紧，喝水时
嘴角会漏水， 类似老年人中风后
的“面瘫”症状。

家长立即将小斌送到长沙
市中心医院就诊，经诊断，小斌
被诊断为“面神经损伤”，目前，
小斌的面部已基本恢复。

医生提醒，幼童和学龄期儿
童玩耍或参加体育运动时要注
意安全，万一摔伤头面部，一定
要细心检查孩子的症状，问清孩
子的感受， 如出现头痛头晕、视
物模糊、恶心呕吐、肿胀严重等
情况， 应第一时间就医确认病
情。因为人体的头面部布满了重
要的血管与神经，一旦发生损害
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果将不
堪设想，家长切勿掉以轻心。
■见习记者杨洁规通讯员秦璐

体育课上摔一跤，6岁男童变“面瘫”
医生提醒：孩子摔伤头部和面部，切勿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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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3日讯 “小区搞
水管改造是好事， 可水管埋得浅
还裸露在外，回填还用碎砖块，这
就着实让人不放心了。” 今天，家
住长沙天心区金碧文华的刘女士
向三湘都市报投诉，小区“惠民水
改”工程已过了5个月，可施工情
况实在太粗放， 业主担心会发生
爆管停水。

业主：施工没按设计图纸

天还下着小雨，中午时分，记
者来到长沙金碧文华小区， 发现
小区道路、绿化带等多处被挖开，

一根根新铺设的金属管置于其间，
而路面随处可见黄泥水。

在业主的引领下， 记者来到小
区5、6栋周边，发现开挖的沟槽比较
浅，仅到记者手肘处，还有直接裸露
在外的。除了水管填埋深度不够外，
回填也不符合规范要求。记者看到，
一些待回填的部分， 有的是直接用
的混凝土块石， 有的没有铺设足够
的砂石。

“水管埋得浅，就容易发生爆管
停水的隐患，特别是冬天。”业主李
先生说，“水改是好事， 我们也愿意
配合， 但希望施工队能按设计图纸
操作，及时整改好问题。”

回应：将在半月内完成整改

为切实解决问题，今天，近20名
业主来到长沙供水公司， 与该公司

就小区水改一事进行协商。会后，供
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做出表态， 将会
在半个月内完成整改。

“设计图纸往往会与实际施工
有出入，施工队发现小区下面有化粪
池、煤气等其他管网设施，所以不能
完全按照设计图纸的深度要求来操
作。”长沙供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施
工队没及时对问题作有效沟通，也导
致了部分不合理的现象。

该负责人表示， 由于小区内的
大部分水管已经完成铺设， 检测需
要重新挖开，而若是使用挖机，很容
易对水管造成破坏，只能采用人工，
所以处理的时间会比较慢。 公司也
将派专人到现场核查， 确定好问题
突出的地方，再根据设计图纸要求
来进行修复、回填和恢复。同时，该
公司也将会建立点对点的联络机
制，确保信息通畅。 ■记者 杨昱

小区水管改造太粗放，业主担心爆管
事发长沙天心区金碧文华小区 供水公司：将在半月内完成整改

本 报 10 月 13 日 讯
记者今日获悉，经省政府
同意，《2017年度长株潭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正式印发。《方案》要
求，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大
黄标车、 重型柴油车、冒
黑烟车等未通过检验的

高排放车辆限行区域和限
行时段。

据悉， 每年10月16日至
次年3月15日为长株潭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方案》
将力争长株潭三市PM2.5平
均浓度同比下降10%以上，
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下
降10%以上。

长株潭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方案出台：力争三市PM2.5同比降一成以上

高排放车辆限行区域和时段将扩大

本报11月13日讯 近日，湖南
省中医院接诊一名眼睛红肿的患
儿，因为作业写得太慢，眼睛被父
亲打肿。

10日晚上，10岁女孩小雯在家
写作业，作业并不多，但她写了两
三个小时还没写完。 父亲性子急，
容易发怒， 加上小雯又写错了，导
致父亲发火， 打了女儿一耳光。结
果， 这一下正好打在女儿眼睛上，
导致眼睛红肿。所幸，小雯的眼睛
经医生简单处置后并无大碍。

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专家丁光
木表示， 打小孩非但不能解决问
题， 反而会让孩子身心都受到伤
害，产生厌学、逃学的情绪。丁光木
建议，孩子在写作业时，父母应该
提供安静的环境，父母不要坐在孩
子边上陪着或监视。
■见习记者杨洁规通讯员李菁菁

10岁女孩写作业太慢
竟被父亲打肿眼睛与此同时， 根据《方

案》， 城区及城郊接合部的
各施工工地要做到工地周
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土
石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
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垃
圾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
之百”； 规模化餐饮经营场
所必须安装高效油烟净化
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定期
维护， 保证油烟达标排放。
严格禁止露天烧烤。

充分利用无人机监测、
卫星遥感图像分析等技术
手段提高秸秆焚烧火点监
测水平；强化县、乡政府秸
秆禁烧主体责任， 以街道、
乡镇为主体，建立网格化监
管制度，加大秸秆、垃圾等
露天焚烧巡查和奖惩力度；
对未监管到位造成区域环
境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有

关责任。
长株潭三市政府要组

织相关部门加强对工业企
业达标排放、禁燃区高污染
燃料禁用、 扬尘污染管控、
垃圾和秸秆禁烧、餐饮油烟
整治、“散乱污”企业整治等
情况的重点督查，公布不达
标企业名单，纳入企业社会
信用评价体系，并对不达标
企业依法进行停产整治和
处罚。

此外，2017年11月起，
长株潭三市公安交管、环
保、交通等部门要开展综合
执法检查，对在限行时段闯
入限行区域的高排放车辆
严厉处罚。

省公安厅要采取有效
措施，引导南北方向车辆从
岳汝高速、二广高速分流。

■记者 和婷婷

金碧文华小区内，四处都可见裸露的水管。 记者 杨昱 摄

《方案》要求，强化对
涉气排污企业的监管。纳
入2017年环境治理战役
“夏季攻势”治理清单中的
涉气整治项目，2017年12
月1日前仍未能达到整治
要求的， 一律依法停产整
治。 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的火电、 钢铁、 建材（水
泥）、石化、化工、有色等行
业有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
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暂未
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

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
少日均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
20%以上。 执行特别排放限
值的企事业单位全面安装大
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并
与环保部门联网。 对特护期
内超标排放的企业， 依法实
施停产整治， 并从严从重处
罚。

据悉，《方案》将力争长株
潭三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10%以上，中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同比下降10%以上。

未达到整治要求，企业将被停产

此外， 长株潭三市政
府要对辖区内“散乱污”涉
气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
对已明确列入淘汰类的涉
大气污染物排放“散乱污”
企业， 一律于2017年11月
底前依法依规关停取缔，
做到“两断三清”（断水、断
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
清除设备）， 实行挂账销
号，坚决杜绝已取缔“散乱
污” 企业异地转移和死灰
复燃。

严格按照高污染燃料
分类标准中一类燃料标
准， 对禁燃区高污染燃料
的使用进行严格管理，取

消散煤销售点， 禁止燃用散
煤。加强监督检查，严禁散煤
流入，防止禁燃区散煤复烧。

2017年11月底前，城市
建成区20蒸吨及以下、 其他
区域10蒸吨及以下所有燃煤
小锅炉全部淘汰“清零”；城
市建成区20蒸吨以上燃煤锅
炉全部实施低氮改造。2017
年12月1日起，不达标或未达
到相关排放要求的燃煤锅
炉，一律依法停产整治。

2017年12月底前，按照
国家要求，淘汰剩余黄标车；
遇重度污染天气时， 禁止黄
标车在城市建成区中行驶。

重度污染，禁止黄标车在城区行驶

本月起联合执法，查处限行车闯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