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线

本报8月13日讯 立秋以后
是吃柿饼的好季节，值得注意的
是，柿饼味美但不能贪吃。日前，
长沙市中心医院就连续收治3例
因吃柿饼导致肠梗阻的患者。

78岁的张建国（化名）喜爱
甜食，8月7日立秋那天一口气吃
了4个柿饼， 晚上就开始出现腹
胀、恶心呕吐等不适，起初家人以
为是胃肠炎，在附近诊所治疗了
四五天后仍没有缓解，甚至出现
无法进食、下腹绞痛的症状。 8月
12日上午，老人被送到长沙市中
心医院，经过CT影像检查被诊断
为肠梗阻。结合病史考虑，老人这
次梗阻与进食柿饼后形成胃结
石有直接关系，通过手术取出了
一块直径约为5厘米的胃结石。

无独有偶，85岁的刘秀荣因
晚上肚子饿喝了一杯牛奶、吃了

三个柿饼，吃完就开始腹胀，难以
入眠。 两三天后开始出现腹痛、不
能进食的情况，家人赶紧将她送往
长沙市中心医院，经CT影像检查可
见小肠段表面有光滑的胃结石，手
术取出约为3×4cm的胃结石。

“人如果在空腹状态下进食
大量柿子等富含鞣酸、 果胶的食
物，通过胃酸的作用，鞣酸会聚集
成聚合分子， 进而与食物中的蛋
白形成不能溶于水的鞣酸蛋白，
并沉积于胃内。当胃动力障碍、胃
排空能力下降时， 这些沉积于胃
内的鞣酸蛋白与胃酸接触的时间
增多， 促进了胃结石的形成。”长
沙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曾亚介绍， 小孩和老人消化功能
比较弱，特别容易得胃结石梗阻，
市民选吃柿饼需谨慎。

■记者 李琪通讯员 陈伟 符晴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防汛抗旱指挥部获
悉， 长沙局部地区旱情凸显，
目前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
望城区和岳麓区存在轻度干
旱， 受旱面积共计9.84万亩，
暂未出现人畜饮水困难。

今年长沙总体降雨偏
少。1月～7月，全市平均降水

量为760毫米， 较常年同期
1081毫米偏少30%， 为有气
象记录以来历史第三低值。
据了解， 另两次分别是2007
年 641毫米，2011年 697毫
米。8月以来， 全市降雨47毫
米, 主要以局地对流性阵雨
为主。今日8时，湘江长沙站
水位31.61米，湘江长沙段及

主要支流均维持在较低水位，
蓄水严重不足。

据介绍，目前，浏阳河流域
水资源调度机制已经形成，下
一步将逐步落实市内其他主要
河流的水资源调度机制， 确保
能够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
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徐超怡

本报8月13日讯 近期，
湖南迎高温持久战，“晴热+
雷阵雨” 的天气模式频繁出
现。 受第16号台风外围云系
影响，预计14日至16日，顽固
的高温天气有望缓解。

昨日，湖南高温范围进一
步扩大、强度加强，监测显示，
12日08时至13日08时， 长沙、

衡阳等七成以上的县市最高
气温在35℃以上， 其中张家
界、 浏阳等21县市超过37℃，
最高气温出现在衡山县，
38.3℃。今日，湖南大部地区
持续高温闷热天气， 湘西、湘
南有阵雨或雷阵雨。14日～16
日，受第16号台风外围云系影
响， 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其

中湘西、 湘南局地大到暴雨，并
且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
水等强对流天气，持续多日的高
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一周
湖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要
远离树林，不要在树下躲避，以
免发生雷击等意外。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蒋丹

今年长沙降水量为历史第三低值

第16号台风来袭，我省高温有望缓解

全省2.95万人因旱饮水困难
干旱持续缓慢发展，后期抗旱压力仍然较大

8月13日, 记者从省防
办获悉， 截至目前， 全省
233.5万亩农作物受旱，因旱
饮水困难群众2.95万人。省
防指预测， 后段如未发生大
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 预计
未来10天，因旱饮水困难人
数将增加至4万、 农作物受
旱面积300万亩左右； 未来
20天因旱饮水困难人数将
达到10万、农作物受旱面积
700万亩左右。

湘北、湘东干旱发展较快

据省防办发布的全省汛
（旱） 情监测分析及市州8月
13日上报统计的情况看，全
省有长沙、株洲、湘潭、衡阳
等10个市39个县市区233.5
万亩农作物受旱（与上周相

比，增加了32万亩），其中轻
旱166.2万亩、重旱48.2万亩、
干枯19.1万亩， 缺水缺墒面
积90.5万亩， 因旱饮水困难
群众2.95万人。

干旱主要集中发生在醴
陵、湘潭、湘乡等县市。湘中一
带干旱发展有所趋缓，但湘北
的常德，湘东的长沙、株洲、湘
潭、岳阳干旱发展较快。

全省有210多条溪河断流

8月以来，全省以阵性降
雨为主，平均降雨64毫米，较
历年同期偏多15%， 但降雨
分布不均， 其中益阳偏少
32%，长沙、常德、张家界偏
少一成以上。沅陵、醴陵等县
市部分地区31天未产生有效
降雨。

入汛以来，三口四水来水总
量884.6亿立方米， 较历年同期
均值偏少41.2%，其中四水来水
总量549.2亿立方米， 较历年同
期均值偏少47.7%，长沙、湘潭、
益阳、娄底、郴州、怀化等地偏少
更严重，全省有210多条溪河断
流。全省有91座小型水库干涸，
670多座小型水库水位在死水
位以下。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后
段如未发生大范围的较强降雨
过程，预计未来10天，因旱饮水
困难人数将增加至4万、农作物
受旱面积300万亩左右；未来20
天因旱饮水困难人数将达到10
万、农作物受旱面积700万亩左
右。

省防指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门一定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做好当前防旱抗旱工作。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杨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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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上午10时许，长沙
市阜埠河路地铁站施工现场的
水泥路面上，热浪袭人。而长沙
新奥燃气公司的燃气管道工们
正在检测管网的安全性，豆大的
汗滴滑过脸颊， 他们全然不顾，
用责任与担当共铸长沙燃气管
网的安全防线。

酷暑炎炎坚守工地

8月13日上午10时许，长沙
市阜埠河路地铁站施工现场的
水泥路面上，长沙新奥燃气河西
分公司管网保护班的刘川南正
在忙碌，用可燃气体便携式检测
仪仔细查看裸露出来的管线是
否有燃气泄漏。“燃气管道安全
无小事，丝毫马虎不得。”检查完
工地燃气管道，刘川南早已满头
大汗。今年30岁的他，至今从事
巡线管保工作已经四年多了。

刘川南负责的是长沙岳麓
山大学城片区的城市道路、庭院
小区等地燃气管网，这里巡线面
积大、管线密集而且繁杂，仅城
市道路燃气管道就长达40公里；
施工点众多， 包括地铁3号线、4
号线施工、麓山南路提质改造工
程等。为了守护片区燃气网线的
安全，骑着他的电动车，每天穿
梭在各大街小巷和施工点，有的
网线所处位置电动车无法抵达，
他便背着工具包步行，每天至少
步行上万步，即7公里左右。

阜埠河路地铁站是长沙地
铁3号线与地铁4号线的交会
点，为配合地铁施工，长沙新奥
燃气公司进行了多达5次的改
管。在改管期间，刘川南一直坚
守在工地上，查图纸、与建设方
及施工方进行交底、为管线迁改
而协调各方，喷油漆、钉地标、贴
温馨提示、 挂警示横幅和警示

牌，做好一切预防措施，只为保
障该片区的管网安全运行，而这
样的施工监护经常发生在深夜。

脑海里装着管线图

12日晚，长沙西二环一处水
管发生爆裂，爆裂位置距入城西
公寓小区的燃气主管仅60厘米
左右， 为了配合水管抢修施工，
长沙新奥燃气河西分公司管网
保护班班长高强和同事傍晚6时
左右接到电话后便赶了过去，守
在现场一直忙到晚上10时许。

“手机都是24小时待机。无论
何时， 只要出现安全隐患就会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高强说，地下
哪里有燃气管线， 他们是最清楚
的。遇到涉及管网的动土工程，有
经验的员工即使手中没有图纸，
脑子里也能“调出”这个区域的管
线图， 地面下管网的走向和深度
立即呈现在脑海里， 判断是否会
影响燃气管线。 有时候遇到施工
单位施工点离燃气管线很近，管
网保护员会一直守在施工现场监
督指导施工，直到动土工程结束。

多年的巡线管保工作也练
就了“火眼金睛”的本领 ，能通
过查看管道周围的植被情况，判
断管道是否正常。“周边植物如
果突然长得不好、枯萎了，可能
是燃气管道漏气所致，就要赶紧
检查。” 在工作中，高强总结积累
了“望、闻、问、切”四字要诀。

巡线、检测燃气阀门、周边
窨井开盖检测……他们管网保
护班25人分10个片区每天守护
着长沙河西约464公里的燃气管
道安全。据统计，今年截至7月，
他们与施工方完成交底400余
次，至今未发生一起管损事故。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徐超怡

通讯员 黄明奇

他们有一双看植被诊管道的“火眼金睛”
25人分10个片区，烈日下守护着约464公里的燃气管道安全，脑海里装着管线图

8月13日上午10时许，在长沙市阜埠河路地铁站施工现场，开挖的路面上是自来水管，下面还有燃气管道，
刘川南正在用可燃气体便携式检测仪仔细查看裸露出来的燃气管线是否有燃气泄漏。 记者 陈月红 摄

秋吃柿饼小心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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