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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8日讯“她说会打钱
给我， 让我帮她刷单来提高微店
信誉度， 哪晓得她发来的银行汇
款凭证是假的， 而我已经花钱购
买了她店铺里的昂贵商品。”今
天，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蒋
某因借微信刷单骗走众好友38万
元，被公诉机关指控涉嫌诈骗罪。

“她的微店销售的是一些电
子产品和化妆品， 都比较昂贵。”
小周和蒋某曾在2017年做过同
事， 之后各自发展鲜有联系。
2018年3月5日， 蒋某突然联系
她，说是开了家微店，想提高店铺
的信誉度，特请她来帮忙刷单，承
诺先打钱过来，再用这些钱购物。
想着是熟人， 小周告知了自己的
银行卡号。

看到蒋某发来了银行汇款凭
证后，小周马上进入她的微店，一
次性购了2.6万元的商品，并给予
了好评。小周说，本以为这笔汇款
2天内会到账， 可一直都没有音
讯，“她骗的还有其他的同事，一
个月后， 当我听她们讨论起这事
时，才晓得被骗了。”

庭上， 检方列出了蒋某所犯
的13笔犯罪事实，而相关受害人
都是蒋某的同学、 同事和好友。
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
她以开微店需通过刷单提高信誉
并承诺退款为由， 骗取被害人信
任， 要求被害人通过在其微店下
单及微信、支付宝转账方式，将钱
款交付由其控制。 蒋某通过伪造
银行汇款凭证和转账截图谎称已
返款从而继续实施诈骗， 共计骗
得人民币38万余元、 新加坡币1
万元。

案发后， 蒋某共退还被害人
10万余元。

“我承认自己有欺骗他们，但
并没有想要将这些钱占为己有，
因为我欠了高利贷， 想用这些钱
周转。” 对于检方指出的犯罪事
实，蒋某表示认可。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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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垃圾站要扩建一倍，业主急了
街道回复：扩建由政府出资，已经通过审批，将由业主投票决定是否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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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站扩建，大家不认同

蓝山郡小区东面3G栋的
地下车库出口正对着小区垃圾
站。 记者看到该处有一道近20
米长的围挡，里面有一部挖机，
目前已经暂停施工。 袁女士告
诉记者， 小区垃圾站平时垃圾
裸露在外面，油水、渣滓甚至流
进小区地下车库里面。住在垃圾
站旁边的楼栋居民，尽管在15楼
都能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

记者了解到，该垃圾站由2
个2吨的地坑式垃圾站组成，业
主们多次向物业提建议， 希望
垃圾站改造成封闭式。 但这两
天垃圾站施工， 大家发现并不
是改变垃圾站现有的环境，而
是将垃圾站存储量由4吨的变
为8吨，很多业主们都表示不理
解、不同意。

小 区 目 前 入 驻 率 达 到
4200余户， 居民有上万人，产
生的垃圾不少。 但让业主们质
疑的是， 扩建垃圾站究竟是服
务于小区还是会服务于整个周
边地区，如果非小区的住宅区、
餐饮店、 酒店的垃圾都要运到
这里，大家没办法接受。

扩建获批，投票决定施工

“2017年，业主就找到开发
商反映过垃圾站问题， 他们回
应垃圾站是合规建设， 不同意
整改。”小区业委会成员彭先生
告诉记者，去年业委会成立后，
又向社区、 街道反映， 直到
2018年得到批复，将垃圾站扩

建定为政府的民生项目， 全部
由政府出资改造。“将现在的垃
圾站改造为8吨的压缩式垃圾
站，带除臭设备。站房在现垃圾
站西侧10米左右， 东边是回车
坪，一共长20余米。”

小区物业经理彭清松表
示，去年年底，业委会收到设计
部门的规划图和效果图， 就张
贴在垃圾站旁， 也在业主群里
发过通知。

望仙桥社区党委书记范女
士向记者展示了一份长沙县城
管办发出的通知， 内容显示依
据有关规定， 小区住户达到
3000户以上的，原则上须将地
坑式垃圾站改造成8吨的垂直
压缩垃圾站。“垃圾站确实为民
生项目， 于2018年9月进行申
报，10月通过审批，政府一次性
投入80余万元。”她说，设计方
介绍， 小区内没有符合重新建
垃圾的场地， 而原垃圾站靠近
地下车库，往东5米就是幼儿园
与东侧大门，综合考虑人流、物
流通畅、作业管理等，往西侧移
动是较合理的规划。

范女士说：“之前确实没有
通过业主大会的方式与业主沟
通，我们会根据业主的诉求，召
开业主大会征求业主意见，采
取业主签字或投票方式决定垃
圾站要不要继续施工。 这周内
垃圾站不会再动工。 针对业主
质疑的垃圾接受范围， 垃圾站
只接受蓝山郡红线范围之内的
垃圾，但也包括小区的酒店、门
面等商业， 外来的垃圾绝不会
运到小区内部。”

本报5月8日讯 随着天气
的转热，又到蛇出没的季节，市
民得要小心了。5月4日晚上，下
班的小董就在湘江边被毒蛇咬
伤， 现正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烧伤创疡整形科重
症监护室救治。

当晚， 长沙市天心区兴马
洲渡口附近， 小董从工厂走回
宿舍，水泥路两侧一边是农田，
一边是茅草地，100多米开外
就是湘江。小董一个人走着，突
然感觉自己的右脚背有点刺痛，
低头一看， 脚背上渗出了几滴
血， 一条不足一米长的小蛇从
脚背上窜过，蛇头三角形，身子
红白棕黑相间，颜色鲜艳。小董
心里一慌，赶紧用力挤压伤口。

小董被同事迅速送到附近
的一家医院。第二天上午，小董
开始出现视力模糊、 右脚肿胀
麻木， 被转诊至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创疡整形
科重症监护室。 该科室主任周
忠志教授检查后发现， 小董右
脚脚踝处可以看到蛇齿咬痕，
肿胀明显，颜色呈紫黑色改变，
一碰就痛。根据经验判断，小董
应该是被毒性剧烈的五步蛇咬
伤，需要紧急救治。

医生迅速对小董进行抗炎
抗感染治疗， 进行蛇毒血清注
射， 在伤口处切开1厘米长三处
创口， 用拔罐疗法吸出创面毒
血，并进行中药活血祛风解毒汤
服用， 经过一系列综合治疗，小
董终于转危为安，右脚肿胀消退
明显，视力模糊感也大为改善。

周忠志提醒，夏天到了，蛇
类、毒虫类动物活动频繁，人们
外出散步游玩时需要特别注
意， 尽量不去杂草丛生的树林
水沟等地方。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本报5月8日讯 妈妈晒衣
服的空隙间，1岁3个月的吉吉
好奇爬上洗衣机玩耍， 结果栽
入装满水的洗衣机里。 等妈妈
发现的时候， 孩子已经神志不
清，没有了呼吸。幸亏爸爸学过
急救， 马上对孩子施行心肺复
苏，才将孩子救了过来。

吉吉来自江西萍乡， 五一
节那天， 好奇的吉吉趁妈妈去
晒衣服的时间， 搬来小板凳爬
上洗衣机玩耍， 不慎头朝下栽
入了装满水的洗衣机内。 妈妈
立即倒抱起吉吉， 此时的吉吉
已经神志不清， 口唇青紫，没
有了呼吸。

所幸， 吉吉爸爸刚刚学过
急救措施， 他马上对孩子采取
了胸外心脏按压、 口对口人工

呼吸及保暖等现场急救， 并同
时指挥妈妈同步拨打120急救
电话。约3分钟后吉吉有睁眼反
应，脸色转红润，有呼吸动作，
家属继续按压并立即将孩子送
往就近医院急救。

随后，吉吉在当地的120医
护人员陪同下紧急送入省儿童
医院ICU，经过积极治疗后，各
项身体指标都基本恢复正常。

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一
科罗海燕教授提醒， 孩子溺
水急救黄金3分钟，她建议家
长平时应学习和掌握一些必
需的急救知识，切忌将儿童单
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
源边。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詹蓉 王永梅 沈立

家住长沙蓝山郡小区
的袁女士向三湘都市报记
者投诉称，小区的垃圾站要

开工扩建，本来容量4吨的垃圾站要扩容成8吨，而业
主们表示不知情，且不认同改造。5月8日下午，记者来
到该小区进行采访。 ■记者 石芳宇

一岁娃栽入洗衣机
幸亏爸爸会急救

当心

湘江边有蛇出没
有人被咬伤进ICU

小心 借微信刷单
她坑了众好友38万

蓝山郡
小区垃圾站
旁 建 起 围
挡， 准备施
工。 该垃圾
站就位于地
下车库出口
旁。

记 者
石芳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