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各大医院
春节值班安排出炉了

过年了，虽然谁也不想跑医院，但这个时候
往往可能发生意外。紧急情况来临时，怎样在最
快的时间找到最好的医生？ 记者整理了一份长
沙各大医院值班表，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月4日至7日停门诊，开放急诊、发热门诊；
2月8日至2月9日开放假期门诊、急诊；
2月10日停门诊，开放急诊、发热门诊。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月4日至7日门诊停诊；
2月8日起开放门诊。
春节期间急诊正常开放， 门诊临床科室、

医技科室，各专科实验室和检查室照常开放。
咨询电话：0731-85295999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月4日至2月8日门诊停止开放5天；
2月9日起正常开放。
咨询电话：0731-88638888

湖南省人民医院
天心阁院区：2月4日至7日门诊不开放，2月8日

至2月10日门诊开放。其中内科仅设大内科门诊。
马王堆院区：急诊正常开放，门诊2月4日

至7日停诊，2月4日至10日，门诊开放儿科，2月8
日至10日内科、外科、妇产科、口腔科开放门诊。

急救电话：0731-84762686/84716120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

2月4日至7日门诊休息；
2月8日起正常开放。急诊正常开放。
急救电话：0731-8522612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2月4日到2月6日门诊停诊；2月7日到2月10

日全天开设普通门诊，上午半天开设专家门诊,
门诊时间为上午8:00到11:30�下午2:00到5:00。

2月4日到2月6日妇、产科、儿科急诊24小时开放。
医技科室安排与门诊时间同步。

湖南省儿童医院
2月4日至2月10日开放常规

门诊，关注“湖南省儿童医院”
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在线预
约， 也可通过医院客服电话预
约诊疗。急诊24小时接诊，保障
儿童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及
急危重患儿就诊。■记者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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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31日讯 春运高
峰，年关已近，大家归心似箭，带
着孩子奔波在回家的路上。总有
些粗心的家长， 由于赶时间，降
低了自己的警惕性，或者让孩子
离开自己的视野，或者独自一人
看守行李。1月29日、30日，长沙
铁路公安处娄底南站派出所的
民警，就接连“捡”到两个孩子。

案例一
补票回来
儿子和行李都不见了

1月29日下午5时30分，长
铁公安处娄底南站派出所民警
谢钉发现一个男孩在车站出站
口独自拉着行李箱哇哇大哭，身
边空无一人。民警立即上前安抚，
男孩叫小佳，今年8岁，与母亲走
失了。问到其母亲号码后，谢钉立
即与其母亲王某取得了联系。

原来，粗心的王某带着小孩
乘坐G405次列车从长沙南站前
往新化南站， 途中去5号车厢给
小孩补票，就让小孩独自守着行
李等她，小孩等了一会发现列车
到站，就先提着行李下车。等王
女士补票回到车厢，发现行李箱
和小孩都不见了， 顿时就慌了

神。好在不久后就接到了民警的
电话。

王女士坐最近的一趟列车赶
回娄底南站，刚下站台，就一把抱
住了有民警陪伴等候的儿子，眼
泪直流，不断埋怨自己太粗心。

案例二
母子不同车厢
孩子下错了站

1月30日下午5时许，正在娄
底南高铁出站口巡视的民警黄
河清接到小男孩的求助：“叔叔，
我找不到我妈妈了”。 民警安慰
他不要着急，询问得知男孩叫小
徐，11岁，刚从列车上下来，可是
等车开走，也没找到父母。好在孩
子记得母亲胡女士的手机号码，
民警随即与胡女士取得了联系。

原来小徐当日与父母一同
乘坐G6479次列车，准备从韶山
南站至溆浦南站，由于购票时是
分批次买的， 小男孩是儿童票，
跟父母不在同一个车厢。在列车
到达娄底南站后，小孩见身边旅
客都起身下车，就稀里糊涂拎着
一个大行李箱随人流下了车，到
了出站口也没发现父母， 这才发
现自己下错了站。 民警随后把小
徐送上了下一趟开往溆浦南车站
的高铁，并委托了车长代为照顾。

下午6时27分， 胡女士一家
人成功团聚。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郭子豪 颜芳

本报 1月 31日讯
2019年春节黄金周南岳
衡山即将迎来旅游高
峰， 为维护南岳城景区
的旅游秩序， 确保游客
安全， 南岳区政府近日
发布《加强春节黄金周
旅游秩序管理的公告》，
对景点对外开放时间、
景区游览须知进行了公
示。

根据公告，2月4日
（农历大年三十）晚南岳
大庙开放时间为23：00
至2月5日（正月初一）
17：30。北门四殿（财神
殿、注生殿、辖神殿、文
殊殿）除夕夜暂停开放，
具体开放时间根据现场
人流状况决定。 西侧观
音殿实行开门但不入殿
方式供游客朝拜。2月6
日（正月初二）至2月10

日（正月初六）、2月19日
（正月十五）南岳大庙开
放时间为7：00至17：30。
此外，2月4日晚，全域旅
游服务中心不对外开
放， 景区环保车停止运
营。2月5日至2月10日全
域旅游服务中心开放及
景区环保车运营时间为
7：00至17：30。

从2月4日17：00起
至2月5日上午9：00，南
岳城景区将实行交通管
制， 所有进入南岳车辆
一律停放在城区外围指
定区域。 严禁携带非环
保香、 烟花鞭炮和违禁
品进入中心景区和大
庙，大庙及周边、古镇四
街禁止燃放烟花鞭炮。
如需帮助或投诉， 请拨
打南岳区旅游服务热线
12345。 ■记者 丁鹏志

本报1月31日讯 身
处热闹都市， 过年的仪
式感越来越淡。红灯笼、
爆竹声、 新衣服……似
乎停留在了儿时的记忆
当中。 新春将至，“年味
儿”哪里寻？记者从桃花
源景区获悉，2月2日-12
日，该景区将推出“桃花
源里过大年”系列活动，
邀您来此感受浓浓年味
儿。

据悉，“桃花源里过
大年” 活动主要分为五
大板块：新年雅集、舞狮
背阁、撞钟祈福、婚嫁巡
游、新年祭祀。游客可在
主游客中心、 秦谷游客
中心导服台、 秦谷生活
馆租赁古装服饰， 穿着

古装在秦谷景区逛雅
集， 给你一段独一无二
的“赶集”经历！《舌尖上
的中国》同款蒿子粑粑，
桃花源村民老王家出品
的真材实料烟熏腊肉，
离城市八十公里无尾气
无污染带着露珠儿的绿
色果蔬，日行十万步、跳
过健美操的桃源土鸡
……这样的“土味年
货”，真正来自村民家的
后院、餐桌，真正的纯天
然、无污染。此外，逛到
寰楼， 您将有幸目睹一
场原汁原味的大秦民俗
嫁娶巡游；到高举阁，您
也可体验一番延续千年
保留下来的新年祭祀祈
福。 ■记者 丁鹏志

市民陈女士带着2岁的孩子
小希准备回老家过年，结果刚上
高铁不久，小希突发急病。车站
工作人员紧急联动，在列车广播
寻医无果的情况下，在前方隆回
高铁站下车急救。 因救助及时，
转危为安。

1月30日下午6时许，陈女
士带着2岁多的女儿小希在郴州
西乘坐G6152次列车准备回怀
化过年。晚上7时50分，列车刚过
邵阳站开往隆回时，陈女士突然
发现小希口吐白沫， 手脚抽筋，
一摸额头，烫得吓人。不管怎么
呼喊，小希都没有回应。

陈女士一时慌了手脚，只得
向列车长紧急求助。 接到求助
后，列车长一面广播寻医，一面
与前方隆回站取得联系，请求立
即联系120，同时建议陈女士在

该站就近下车送医。
晚上8时04分， 列车准点

停靠在隆回站。陈女士一家人
下车后， 车站工作人员和派出
所民警立马疏散围观群众，并将
他们引至公安值班室，等待120
急救车的到来。眼看陈女士急得
六神无主， 民警马上端来热茶，
耐心安抚其情绪，同时帮忙打来
凉水， 用湿毛巾冷敷孩子头部，
以缓解孩子的病情，又找来降温
贴给孩子贴上。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陈
女士和小孩接往隆回县中医院。
随后，民警也赶到医院。

医生介绍， 孩子突发高热，
出现惊厥现象， 经紧急处置，已
无大碍，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朱红梅 贺建辉

两天“捡”两娃，粗心父母别再“丢人”啦
民警提醒：万一走散，要教孩子在原地等待

民警提醒，春运期间带孩子出行的家长，平时做好孩
子的公共安全教育，特别是人流多的时候，要紧跟大人，不
要擅自行动；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不要让他们离开自己
的视线范围，并教会孩子熟记父母姓名、电话、住址等基本
情况，万一走散，要学会站在原地耐心等待，并在第一时间
向民警或铁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万一走散，要在原地等待

2岁女童高铁发病 众人救助转危为安

大年三十南岳景区交通管制

桃花源景区邀您红红火火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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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娄底南高铁出站口，巡视民警正在询问小男孩的情况。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