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5日， 由长沙市体育局主办的长沙市第七届全民健身节之第四届攀岩运动
嘉年华系列活动第三站，在天心区黄土岭小学举行，活动吸引数百名学生、家长积极
参与其中，上演“全家齐上阵”的互动激情。 记者 丁鹏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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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本报11月5日讯“砸金
蛋”、“抽奖卡”、“刮刮乐”、销
售“奖券”……一些不良商贩
将抽奖台摆在了长沙部分校
园门口，向未成年人销售带有
博彩性质的商品。针对这种现
象，今天，长沙市出台《校园周
边销售博彩性质商品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即日起至寒假，
将在全市中小学校周边全面
开展销售博彩性质商品情况
专项摸排和集中整治行动。

《方案》提出，将采取行政
处罚、劝退等手段，综合治理
校园周边博彩商品销售情况。
将在全市中小学校深入开展
学生健康消费观教育，避免学
生养成侥幸、投机心理，引导

学生远离赌博、远离不良商品，
自觉反对和不购买各类博彩性
质商品。同时，将由长沙市工商
局、市文广新局、市文化综合执
法局牵头组织开展校园周边销
售带有博彩性质商品情况的摸
排工作，依法查处相关门店。长
沙市城管局将依法查处在校园
周边销售带有博彩性质商品的
流动摊贩。如涉及违法行为，将
由市公安局立案查处。

长沙市校园周边办将专项
整治工作纳入年度综治考评。因
行动迟缓、工作不力、摸排整治不
到位的地方，将予以通报批评，限
期整改；因工作措施不落实，监管
不到位的，将对相关单位和个人
严肃追责。 ■记者 黄京

这8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本报11月5日讯 今日，记者
从省食药监局官网了解到， 该局
近期组织饮料、糕点、蜂产品、餐
饮食品4大类产品抽检，共检出不
合格食品8批次。

经查， 湖南通程佳惠商业有限
公司浏阳店销售的、 标称湖南春和
园蜂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春和园雪脂
莲蜂蜜检出菌落总数超标； 湖南省
绿滋肴贸易有限公司凤凰分公司销
售的、 标称湖南湘西吊角楼特色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湘西年粑脱氢乙
酸钠检出值为0.875g/kg，不符合低
于0.5g/kg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饮用水方面， 湘潭市三湘泉
饮品有限公司销售的、 标称湖南
碧泉潭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
产的碧泉潭桶装饮用水， 双峰县
雷打石山泉水厂生产的雷打石山
泉， 桃江县博士饮用水有限公司
生产的博士纯净水， 桃江县美人
宝饮用水有限公司生产的美人泉
（山泉水）和安乡县力泉纯净水厂
生产的桶装饮用纯净水均检出铜
绿假单胞菌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要求； 湖南韶山滴水洞食品
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滴水洞天然
泉水检出总砷（以As计）和铜绿
假单胞菌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要求。 ■记者 黄亚苹

长沙多路段将停水
本报11月5日讯 记者从长

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11月7日
22：00至8日6:00，长沙雨花区香
樟路（万家丽路—体院路）、木莲
冲路（万家丽路—体院路）、香莲
路（香樟路—木莲冲路）沿线两厢
地区将停水，临近地区水压、水量
将减小。部分高远程区域，有可能
延迟来水时间。 ■记者 陈月红

短短13天时间， 长沙足球
场上发生两起猝死事件。10月
23日晚， 一名年仅35岁的男子
在足球场上突然倒地， 经抢救
仍无力回天，不幸死亡。余悲仍
在。11月4日晚上10点，本报又
接一位读者爆料：当日傍晚6点
15分左右， 长沙市雨花区的沙
湾公园足球场内一名中年男子
在踢球过程中猝死。

在刚过去数月的世界杯期
间， 长沙都没有出现踢球猝死
事件。 为什么最近猝死事件频
发？有没有季节原因？如何健康
运动？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49岁的他球场上倒地身亡

在目击者提供的视频中，
记者看到一名男子躺在地上，
身穿球衣的队员和一名年轻女
子正在合作为其进行心肺复
苏。

另一张现场照片中， 倒地
男子身上盖上了一件格子衣
服，120已经赶到， 医务人员正
在紧急施救。

据了解，这名男子姓郑，是
一名足球爱好者。 现场的球友
透露， 当时他们正在与其他队
进行比赛， 郑某毫无征兆地突
然倒地， 没有与其他人发生争
执和碰撞。 当时现场有球友立
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也有球
友为他采取人工呼吸、 心脏复
苏等急救措施。

“开始他用手捂着肩部，大
家以为是肩关节受伤了。”省人
民医院后勤挂号收费处员工、
经历过心肺复苏培训的杨杨参
与了郑某的救援，她告诉记者，
男子先是倒在地上， 手捂着肩
部的位置， 后来自己又坐了起

来， 坐起来没多久又突然倒地
不醒， 身边的人立即给他轮流
做心肺复苏。

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并
施救， 并遵男子家属要求送到
旺旺医院。记者从医院处得知，
郑某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死
因是心脏骤停。

秋冬交替易发心血管疾病

今年世界杯期间， 长沙都
没有出现踢球猝死事件。 为什
么最近猝死事件频发？ 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江
凤林副教授表示， 这两起猝死
事件，或许和季节有关系。

江凤林分析， 运动一方面
可使交感神经兴奋，使心率、血
压升高，增加心肌耗氧量，诱发
冠心病，心脏骤停；另一方面，
运动出汗，使水分丢失，不及时
补充的话， 就容易导致血液黏
稠，形成血栓，诱发恶性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生。

“其实，一年四季中，最容
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季节是
寒冷的冬季， 秋冬交替也是疾
病高发季。”江凤林提醒，在即
将到来的冬季， 运动爱好者们
需要提高警惕。

长沙市足协秘书长王可为
表示：“目前长沙已经进入秋冬
季，早晚温差大，室内外温差也
大，希望喜爱足球运动的人士，
特别是中老年球友， 运动前要
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做好常规
的身体检查， 发现有心脏等相
关方面的问题， 要在治疗无恙
后才能参加； 二是做好热身运
动；三是要防止运动过量；四是
酒后千万不能参加激烈的足球
比赛。” ■记者 李琪

本报11月5日讯 俗话说
“入秋三分虚，进补正当时”，不
少市民会通过“贴秋膘”的方式
进补。 殊不知贴秋膘的膳食大
多是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食
物，如果在短时间内大量进食，
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疾病。据悉，
长沙市中心医院仅10月份就收
治了70余例急性重症胰腺炎住
院患者， 其中大部分与饮食不
当、盲目进补有关。

长沙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邓湘辉提醒， 急性胰腺

炎常以急性上腹痛、恶心、呕吐
和血胰酶增高等为特点。 轻者
以胰腺水肿为主， 少数重者的
胰腺出血坏死，常继发感染、腹
膜炎和休克等， 死亡率高达
30%以上。

邓湘辉强调，患有胆结石、
胆囊炎等胆道基础疾病以及血
脂高的人群应尽量避免饮酒及
过度进食高蛋白高胆固醇高热
量、重口味的食物，以免造成急
性重症胰腺炎。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朝阳 符晴

半月内第二例，又一男子踢球时猝死
为何近期猝死事件频发？ 专家：秋冬季节心血管疾病高发，运动前做好这几点

本身有心脏病基础的， 特别是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群要特别
注意预防猝死。预防猝死掌握以下几个要点：

1、坚持心脏基础疾病的治疗，常与家庭医生或者大医院的专
科医生沟通联系；

2、秋冬季应注意防寒保暖，适量减少外出活动的时间和频率；
3、 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应随身携带预防突发疾病的药物，如

中药救心丸、硝酸甘油等；
4、重视身体检查，出现异常及时找专科医生咨询、诊治；
5、一旦发生胸痛持续不缓解、呼吸困难甚至胸痛彻背、背痛彻

心、大汗淋漓等症状，第一时间拨打120，去大医院采取系统救治。

预防猝死掌握5个要点

健康连线

秋日进补？ 胰腺炎患者暴增

校门口“砸金蛋”？ 博彩商品全取缔!
长沙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向未成年人销售博彩性质商品

本报11月5日讯 “价格
降下来，品质提上去，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上优质幼儿园。”
今天上午，长沙市城区国有中
小学校幼儿园整治工作推进
会暨长沙县配套幼儿园签约
仪式在长沙县举行。 现场，13
家企业、20所小区配套幼儿园
向长沙县教育局签订移交协
议，这些幼儿园将改为公办或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据了解， 长沙县达到相应
规模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共计45
所，其中，此前已移交4所。会上，
13家企业、20家小区配套幼儿
园向长沙县教育局签订移交协
议。 长沙县教育局负责人陈卫
球表示， 长沙县配套幼儿园移
交以后， 部分有条件的将会打
造成公办幼儿园， 其他将由政
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打造
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转变成普惠园后，家长一

年能节省下多少钱呢？此次在
移交园所之列的金色河马幼
儿园园长戴盛慧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以该园为例，目前的
收费为2780元/月， 但申报为
一级普惠园后，教保费和伙食
费加起来不会超过1700元。

不少家长担心： 收费下降
后是否会影响办园水平？ 陈卫
球表示：“长沙县政府收回配套
幼儿园后， 将采取对举办方免
租金等措施，来降低运行成本。
省下来的费用幼儿园转移到师
资引进、业务培训、幼儿保育等
方面，实现降价不降质的目标。”

截至目前，长沙市已建配
套幼儿园移交累计达164所。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表
示，预计到2020年，长沙公办
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将达到全市幼儿园总数的
80%。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杨宁

长沙县20所小区配套幼儿园改公办或普惠园
家门口上幼儿园将更便宜更优质

攀岩进校园
全家齐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