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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气象台预报， 邵阳、
衡阳、永州、郴州、株洲及怀化南
部9日阴雨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
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
10日永州、 郴州阴雨有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省
气象台预报员刘红武表示：“雨
势在10日就明显的一个减弱。所
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湖南没有很
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本报 6月9日讯 罗平
（化名） 是一位新手妈妈，这
几天她发现， 宝宝眼睛分泌
物增多。 孩子太小不敢乱用
药，怎么办?她在网上查阅资
料后，用母乳滴入8天大的婴
儿眼中进行治疗， 不料孩子
左眼感染严重。

“我想着，母乳是干净和
安全的。”罗平说，万万没想
到， 几天后宝宝眼睛分泌物
不断增多，还出现红血丝，情
况越发严重。 经过常德当地
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 病情
依然未见好转， 家属急忙带
着婴儿来到了湘雅常德医院
急诊转入眼科治疗。

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发
现，患儿双眼得了结膜炎，与
平时所遇到的结膜炎患者不
同的是， 这个患者年纪小且
感染严重。 在该院眼科主任
许雪亮教授的指导下， 医护
人员对患儿采用了全身及局
部抗感染的治疗， 眼局部用
药频率提高到每半小时一
次。

医生提醒， 母乳虽然是
对孩子最好的营养品， 里面
含有丰富的营养， 特别是各
种碳水化合物， 而这些碳水
化合物也是各种细菌所喜欢
和促进细菌生长的温床。所
以母乳滴眼没有起到预期的
消炎作用反而有可能使感染
更加严重。

经过一段时间精细的治
疗和护理， 目前患儿双眼已
好转出院。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林涵倩

本报6月9日讯 时下， 正值
蓝莓成熟季， 喜欢蓝莓的吃货们
有福啦！ 记者从长沙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长沙本地5000亩左右、二
十多个规模蓝莓基地， 已经开门
纳客。即日起至8月，市民可携亲
朋好友前往尝鲜，体验采摘乐趣。

硕果压枝，基地游人乐

6月8日，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
县路口镇明月村的千亩蓝莓基地。

走进果园， 晶莹剔透的蓝莓
如珍珠般大小，惹人喜爱，也吸引
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尝鲜。

游客们穿梭在蓝莓丛中摘
果、吃蓝莓、拍照、嬉戏，玩得不亦
乐乎。 市民陶女士带着女儿也来
过了一把“采摘瘾”。“宝宝，转过
来。”4岁的女儿嘴巴里塞满了诱
人的果子，在她扭头的瞬间，陶女
士的手也迅速按下了快门。

“去年我们一家人来这里采
摘了蓝莓， 那口感真的忘不了。”
陶女士说， 在看到基地发布的蓝
莓成熟信息后， 第一时间赶过来
大饱口福。

水果“白富美”安家湖南

蓝莓属杜鹃花科， 春天开白
色的花，夏天结蓝色的果，秋天长
红色的叶。 蓝莓树一年四季五彩
斑斓，蓝莓果享有“水果皇后”美
誉，蕴含丰富的花青素，成为市场
上备受青睐的“香饽饽”，堪称水
果中的“白富美”。

以进口美国蓝莓为例， 每公
斤市场价格高达200元左右。然
而，作为高端水果市场上的“舶来
品”，进口蓝莓高昂的价格，让不
少消费者望而却步。

早在2012年， 湖南蓝莓种植
业还是一片空白。 该基地负责人
朱和英从蓝莓身上嗅到了商机，
成为湖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
长沙县路口镇集中流转土地800

余亩，从江西、安徽、昆明等地引
来蓝莓新品种，漫山遍野栽下“摇
钱树”。

一路摸着石头过河， 朱和英
请来专家团队，组成“智囊团”，攻
关种苗繁育、专用肥料、产品深加
工等核心技术，创立“星城明月”、
“蓝莓姐姐”等自主品牌，填补了
全省蓝莓种植业的空白。

自己富了，不能忘了乡亲，朱
和英带领技术团队，在郴州嘉禾、
怀化芷江、邵阳市城步、湘西州龙
山等地开疆拓土，建立生产基地，
与20多个县合作种植蓝莓2万余
亩，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 带动全省近2000余农户稳
增收，蓝莓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
果”，在湖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000亩“白富美”等你采撷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
处处长夏礼明介绍， 本地蓝莓自
然成熟，新鲜味美，口感比进口蓝
莓味道更好， 国外蓝莓因运输时
间长，保鲜难度大，往往需要在未
自然成熟前提早采摘， 蓝莓口感
比较淡。

“现场采摘自然成熟的蓝莓，
食品安全有保证。” 夏礼明说，本
地蓝莓果粉多，完全自然成熟。新
鲜采摘的本地蓝莓除了鲜食外，
市民朋友还可以自己动手，DIY
制作蓝莓酵素，也可以泡蓝莓酒，
制作蓝莓果酱、蓝莓饮料。

据了解， 长沙地区蓝莓已经
实现科学化、 标准化、 绿色化种
植，经过科技攻关，选育了适合长
沙种植的早熟、中熟和迟熟品种。
目前， 长沙有一定规模的蓝莓基
地达20多个，种植面积5000亩左
右。 ■记者 李成辉

雨带向南推移，我省雨势今起减弱
强降雨致邵阳、湘西州等地受灾 防汛应急Ⅳ级响应还将维持2-�3天

暴雨刚停，太阳就在长沙冒出了头，长沙市气象局6
月9日12时解除气象灾害（暴雨）Ⅲ级应急响应状态。8日
我省多地出现了明显的强降雨过程，记者9日从省防指获
悉，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湖南防汛形势基本平稳，随着雨
带由北向南推移，雨势将逐渐减弱，防汛应急Ⅳ级响应预
计还将持续2到3天。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林城 谢凌菡 于慧丽

“早上8时，水快涨到
二楼了……” 6月9日，东
安县烟草专卖局职工蒋
亚平被消防人员救援出
来后，仍心有余悸。

6月9日清晨5时至上午
9时，东安县遭遇暴雨袭击，
县城降雨量152毫米， 致城
区部分地段严重内涝。

上午8时起， 东安县
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消
防指战员迅速赶赴各受
灾现场。

8时15分， 东安县烟
草公司家属区水深达2米
多，消防指战员根据现场
情况，先从安全地带搭架
救援拉梯至一栋家属楼，
将15名被困群众转移到
安全地带。同时，消防指
战员与县人武部联系，调
用民兵应急分队皮划艇，

救援另一栋家属楼内的
被困群众。 家在4楼的88
岁邓淑姬因病不能行走，
救援人员用竹椅抬着老
人， 把她转移到皮划艇
上。到12时，消防指战员
救出37名被困群众。

8时20分， 另一队消
防指战员赶到东安县老
火车站家属区，背出40名
群众和4名儿童。

8时27分， 在东安县
司法局旁的老城区，消防
指战员涉水背出一对母
子。 9时56分，在东安县加
州首府小区，消防指战员
通过切割机破拆，救出被
困的一对90多岁老夫妻。

当天， 东安县消防大
队共救出90名被困人员，帮
助群众转移、保护财产价值
70多万元。 ■记者 刘跃兵

邵阳、衡阳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受强降水影响，湘、资、沅、
澧四水水势都有不同程度上涨，
目前有四站（资水新宁、黄桥站，
湘江广西段兴安、全州站）处于
超警水位， 资水洞口县黄桥9日
15:45出现洪峰，水位267.23m。

邵阳水文局6月9日7时18
分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上
游来水及区间强降雨影响，预计
未来10小时内， 夫夷水新宁县

城河段将出现警戒水位的洪水；
预计未来9小时内， 赧水洞口县
黄桥镇河段将出现警戒水位的
洪水。

湖南省衡阳水文局15时46
分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强降雨
及上游来水影响， 预计未来6小
时内，湘江一级支流洣水衡东县
城区河段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
的洪水（警戒水位50.50米）。

强降雨致邵阳等地受灾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自
从6月6日开始， 湖南多地遭遇强
降水，暴雨导致湘东北、湘中多地
河水猛涨，泥石流频发，城乡道路
多处塌方，邵阳等地受灾严重。

6月9日凌晨2时至6时，绥
宁县普降大到暴雨， 此次暴雨
中，14个乡镇26万人受灾，出现
多处公路塌方、山体滑坡、农田
受灾等灾情， 共转移人员7600
人， 直接经济总损失1.17亿元，

无人员伤亡。 目前降雨持续，灾
情还在进一步统计中。

6月8日8时至6月9日8时，湘
西州普降大到暴雨。 州内各溪河
受降雨影响， 水位均有不同幅度
上涨，但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各水
利工程运行正常。 此次强降雨造
成古丈县古阳镇、岩头寨镇4个村
受灾。值得一提的是，古丈县、吉
首市分别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65
人、21人，确保了人员安全。

我省未来雨势减弱

暴雨突袭，消防紧急救援转移90人

5000亩长沙本地蓝莓熟了 等你采撷
还可自己动手泡蓝莓酒，制作蓝莓果酱和饮料

网上搜“偏方”
妈妈险伤孩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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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路口镇明月村的千亩
蓝莓基地，硕果爬上枝头，游人乐
开怀。 记者 李成辉 摄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