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考试前喝葡萄糖，能量会爆棚？
医生：能量没爆发可能还脱水 误区：喝功能性饮料也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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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公园市民“众筹”健身器材》后续

近日， 随着益阳安化县江南
镇洞市社区村恭宽信大桥建成通
车，近百年来洞市、肖家湾两岸居
民“隔河千里”的窘况成为历史。
在当地居民眼里， 这是座“爱心
桥”，也是他们通向未来的“致富
桥”。

而这座大桥修建的背后，是
八旬老人刘超文和夫人浓浓的桑
梓之情， 和他们努力帮扶乡亲的
拳拳之心。

一座桥成了几代人的期望

资江支流麻溪河在洞市社区
村穿村而过， 将该村分为南北两
片。 北片为闻名遐迩茶马古道上
的洞市老街。 洞市社区村党支部
书记陈国祥说， 上个世纪初麻溪
河上没有桥梁， 村民们只能从水
流湍急的河中蹚水走到对岸，后
来有了座摇摇晃晃的拉索桥，近
百年来， 河两岸居民就靠着它与
外界沟通。

45岁的陈辉军在洞市土生土
长，也是洞市老乡联谊会秘书长。
据他介绍， 麻溪河上这座拉索桥
两边用铁索拴至河两岸， 桥面由
木板铺盖，整座桥年久失修，老化
非常严重， 行人走起来摇晃得厉
害，更谈不上行车了。在几年前，
这座拉索桥还被大水冲垮过一
次，有人被淹死。村里虽然重新补
修了木板， 仍然十分危险。“隔河
千里”，修建一座安全性能好又可
通车的桥是几代洞市人民的心
愿。“修座这样的桥， 要好几百万

元。”在当地居民眼里，巨额的修
桥费用，是最大的难题。

八旬夫妇捐数百万元修桥

80多岁的刘超文， 是有色金
属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专家。虽
然从大学毕业后， 他长年在外地
生活，但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

陈国祥说， 刘超文老先生一
直是个为家乡发展热心助力的
人，为家乡的旅游建设，10年前就
捐资10多万元。

近年来， 刘超文和老伴喻汉
溢， 以及女儿———九三学社中央
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刘月宁， 多次回乡探亲访
友，切身感受到洞市人民的“麻
溪河之困”。刘超文夫妇商定，全
资捐助数百万元在麻溪河上架
一座大桥，并以“恭宽信”为大桥
命名。 大桥从2018年9月初动工
兴建，全长67米，宽9米，设计为
两车道。4月4日， 恭宽信大桥建
成通车。 恭宽信大桥的建成通
车，彻底改变了困扰洞市社区村
人民千百年来的过河难题，同时
还将带动和影响到周边村庄的建
设与发展。

刘超文夫妇认为， 教育是帮
助家乡发展的关键， 日前还捐资
200万元成立了“教育助学基金
会”，主要用于奖励洞市籍优秀学
生、扶助家庭经济困难、遭受自然
灾害或家庭遭受重大变故的品学
兼优的洞市籍学子。

用家产和积蓄为家乡修建一
座百年期盼的大桥， 乡亲们要在
桥头为刘超文夫妇立功德碑，被
婉拒了，“老乡们的赞许就是我心
中最好最永久的功德碑！”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通讯员 皮艳玲 熊英

本报4月17日讯 4月16日，
市民向本报反映， 在湖南省体育
专业统一考试的考场附近， 居然
有人卖葡萄糖注射液。 而考生及
陪考的家长们也纷纷购买， 希望
通过喝葡萄糖， 让考生在考试中
“能量爆棚”，考出“超常”的成绩。

对此，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
任医师张海涛表示， 能正常饮食
的人不建议服用葡萄糖， 这可能
让孩子“得不偿失”。

临时商贩卖“能量”药品

在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每年都会有体育专业的高考生参
加体育统考。 根据爆料市民提供
的线索， 记者在考场附近找到了
卖葡萄糖的摊贩。简陋的摊贩上，
葡萄糖注射液、 葡萄糖口服液等
药品摆在一个角落， 还有一些没
有中文标识的运动功能饮料。

“喝葡萄糖可以增加能量，中
长跑发挥都会更好。”摊贩工作人
员表示，8元钱一盒的葡萄糖很
便宜，不少考生在考试前买了喝，
效果不错。

无资质却销售药品被查处

临时摊贩卖药品，合适吗？记
者向长沙市岳麓区市场监督部门
及城管部门进行反映。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现场。摊

贩工作人员表示， 这些药品不是
自己进购销售的， 而是别人放在
摊子上卖的。

执法人员表示， 没有任何中
文标识的功能饮料来自国外，根
本没有经过专门的检验检疫。

“我们要对这些药品进行暂
扣。”执法人员表示，至于药品的
来源等， 还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处理。

考前喝葡萄糖要小心

体育考试前喝葡萄糖真的可
以能量爆棚吗？张海涛表示，每年
都会听到一些考生买葡萄糖吃的
消息，但她却不建议这样做。

“不像专业的运动员，体育考
试的时间不长， 一般正常饮食的
孩子， 能量完全可以支撑考试。”
张海涛表示，葡萄糖是一种单糖，
喝下去能直接被肠胃吸收， 确实
可以补充能量。 但如果喝太多高
浓度的葡萄糖，会引起脱水，导致
原本跑步时就流汗的考生， 因脱
水带来口渴等不适，影响考试。

其次，高浓度的葡萄糖，一些
考生肠胃会无法耐受， 带来呕吐
等副作用。

张海涛表示，如果是感冒、营
养不良的学生需要考试， 可适当
服用一些葡萄糖。 但要注意浓度
不能太高， 且最好是提前半个小
时服用。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莉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从湖
南烈士公园管理处获悉， 该公园
健身广场提质改造施工日前已启
动， 施工预计将于今年5月底完
工。据了解，该健身广场提质后，
现在的泥巴路面将改为塑胶地
面，并新装一批健身器材。届时，
大家在这里健身将更方便。

本报去年9月曾报道， 在湖
南烈士公园里， 一群爱健身的长
沙市民“众筹”买了健身器材装在
园内； 当时公园工作人员就向三
湘都市报记者透露， 为了方便市
民健身休闲， 将进行健身器材更
换、添置工作（详见本报2018年9
月17日A06版）。

今天上午， 在湖南烈士公园
里， 记者看到健身广场已经被围
挡，一台挖掘机正在作业，旁边几
名工人正忙碌着。据介绍，这个面

积约500平方米的健身广场建于
上世纪九十年代，配有约20组健
身器材， 随着市民越来越注重健
身， 场地已经无法满足市民的需
求。

“除4套健身器材保留外，其
他老旧的健身器材都拆了。”该园
管理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李炼介
绍， 健身器材拆除前还特意召集
市民代表开了会， 听取大家的意
见与建议，保留的这4套器材是市
民近年“众筹”安装的，还比较新；
此次将新装扭腰器、健身车、背部
按摩器等31组器材，“新添的器材
种类也是征求了市民的意见后决
定的，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李炼说，此次提质改造后，广
场路面将改为塑胶地面， 并做防
水处理。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本报4月17日讯 既
有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
又有趣味游戏， 更有火爆
的现场相亲活动……今
日，2019年快乐老人大学
才艺秀暨首届相亲会在
长沙市高桥医药流通园
举行，来自快乐老人大学
60多个校区及社会各界
的千余名中老年朋友参
加了这场属于他们的“嘉
年华”。

当天的相亲活动，共
吸引了近300名老年人参
加。“我想找个能聊得来
的， 平时能一起出去走一
走， 病了能相互有个安慰
和依靠， 有困难的时候能
相互帮一下。”59岁的黄先
生想找一个稳重的对象携
手度过余生。 妻子卧病在
床18年， 他一直不离不
弃，直到两年前妻子离世。
这次活动他如愿配对上了
一位女士。

“中老年人相亲一点
都不扭捏，大家都是有过
不少人生经历的人了。一
般是先看一眼，判断是否
有‘眼缘’，然后一问身体
情况，二问经济情况。”此
次相亲活动的负责人、快
乐老人大学洪雅校区校
长王冠兰表示，此次相亲
效率非常高，“大家都目
标明确， 绝不拐弯抹角。
行就在一起， 不行就明
说。很多人虽然结不成伴
侣， 但也算是认识了，多
认识几个人，自己的交际
圈也扩大不少，以后机会
多的是。”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曹慕丁 刘宇航

中老年人相亲
一点都不扭捏

烈士公园健身广场提质改造

八旬夫妇捐资数百万
为乡亲建“致富桥”

延伸

咖啡、红牛，这些都是体育考试前学生“常见”的能量补充
食品。专家表示，不建议通过喝功能性饮料刺激爆发力。因为不
少学生之前没有饮用功能性饮料的习惯， 突然在考前服用，可
能引发头晕、呕吐等不适的症状，反而影响了发挥。

考前喝功能性饮料？不可取

4月17日，快乐老人大学首届相亲会在长沙高桥医药流通园举行，吸引了
近300名老年人参加。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刘宇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