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伏啦！12日，长达40天
的“三伏”正式登场，这也标
志着真正暑天的开始。 天文
专家表示，根据统计数据，从
2015年至2024年，连续10年
的“三伏”都是40天。

“初伏”和“末伏”都是10
天，“中伏”天数不固定。当夏
至与立秋之间出现4个庚日
时，“中伏”为10天；当出现5
个庚日时，“中伏” 为20天。
“2015年至2024年的夏至到
立秋都是有５个庚日， 因此
这10年的‘中伏’是20天，‘三
伏’自然也都是40天。”中国
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史志成说。

据对本世纪100年间的
“三伏”统计，伏期为30天的
有30年， 伏期为40天的有70
年，后者是前者的2.33倍。

“如果用数据来说话，我
国民间百姓笼统所说的‘三’
伏天，其实应该叫‘四’伏天，
‘四’伏天更切合实际，也更
准确一些。”史志成说。

那么，40天的伏天一定
比30天的伏天热吗？未必！天
文专家表示， 伏天究竟有多
热，是由副热带高压的位置、
阳光照射强度、 地表湿度等
多种气象因素综合而成，因
此，40天的伏天不一定比30
天的伏天炎热。

入伏后，一年中气温高、
湿度大的日子来了。 史志成
提醒，伏天期间，高温时段多
注意休息，及时补水，清淡饮
食，加强对心脏的保养，避免
熬夜，规律饮食，充足睡眠，
适当午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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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12日

第 2019186期 开奖号码: 1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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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是2019年的三伏
天第一天。湖南人把入伏称作起
伏，虽然眼下的气温还没有达到
顶峰，但热量、光线都已经聚集，
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开始。

“走，今天起伏，到我家吃
鸡去！”记者走访发现，长沙多
个菜市场内叫鸡（公鸡）销量火
爆，平均每斤上涨2-3元，搭配
出售的路边荆也涨到5元一把，
老姜炒叫鸡几乎成了餐桌上必
备的一道菜肴。

“要鸡么， 正宗的乡里土
鸡！”7月12日上午8点， 在长沙
市蔡锷路荷花池菜市场门口，来
自宁乡的周师傅挑着十几只土
鸡叫卖。“都是自己家里放养的，
没喂一点饲料。” 周师傅放下担
子， 不停地向过往市民兜售，一
会儿工夫，便卖出三四只。

走到市场内的活禽区，摊
位上4名戴着乳胶手套的年轻
小伙分别负责顾客询价、收银、
活鸡脱毛宰杀、 袋装切块等工
作，从顾客付款到提货离开，一
只鸡的处理时间不过10分钟。

摊主刘先生告诉记者，往

年的头伏天， 店里一天能卖出
200-300只叫鸡， 为避免出现脱
销的情况， 老板从年初开始饲养
未开嗓的叫鸡， 保证各个摊位的
存栏量。

此外， 位于天心区月塘路高
云菜市场内， 在摊位上忙着宰杀
活禽的年轻小伙透露，从早上6点
开门到9点， 已杀了近80只活鸡，
按照目前的忙碌势头， 他估计今
天的销量至少在150只以上。

或许是因为长沙人“好吃”和
气候潮湿的特点， 所以头伏天吃
叫鸡这个习俗一直被延续下来。
有需求就有市场，记者走访发现，
多个农贸市场内叫鸡价格出现轻
微上涨。

“昨天还是12元一斤，今天就
涨到15元了。如果是土鸡，要26元
一斤。”7月12日下午，在开福区毛
家桥菜市场内， 市民张奶奶告诉
记者，比起叫鸡价格涨幅，更夸张
的是搭配售卖的路边荆（一种中
草药，又称六月雪），从2.5元一把
涨到5元一把。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薛欣妤 张雅婷

变道不看反光镜
小车被大货“撞飞”险

本报7月12日讯 女司机
高速路上变道不看后视镜，被
随后而来的大货车连人带车撞
飞了出去， 好在路旁的护栏及
时“伸出了援手”。7月11日，惊
魂一幕发生在杭瑞高速上。

7月11日18时57分， 湖南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常德
管理处柳叶湖路政大队接到电
话，G56杭瑞高速东往西方向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路政队员赶到现场后，只
见在杭瑞路段太阳山下匝道处
右侧一辆湘J牌照的小型轿车
被高速护栏“兜在怀里”，中年
女司机在车旁抱着自己的双
臂，瑟瑟发抖：“天啦，我以为自
己没命了……”

原来， 中年女司机在下匝

道处未看反光镜就变更车道，浑
然不知后方来了一辆大货车，大
货车避让不及将轿车撞飞至右侧
的护栏处。万幸的是，车内两人都
没有受伤，只是车辆受损严重，面
目全非。

随即，路政队员迅速展开救援
工作，通知施救站前来施救，在事故
后方做好摆放锥筒等安全措施，防
止二次事故发生，并维护现场交通
秩序，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

20时20分， 事故现场全部清
理干净。

湖南高速公路提醒， 司机在
高速公路上行车，切记要心细，在
变道行驶时，一定要看反光镜，确
保安全第一。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陈志 朱君蓉
实习生 丁子琦 文潇

加长版三伏天上线 叫鸡价格看涨
长沙习俗：吃叫鸡去体内湿寒之气 专家：40天的伏天未必热过30天的伏天

习俗

做叫鸡加路边荆，祛湿散寒
记者搜寻了坊间关于“伏鸡”地道做法。首先，将路边荆

洗净切段，加入开水熬煮30分钟。随后，选购一只重约2斤的
叫鸡剁成块备用，热锅热油放入适量姜片煸炒出香味，把鸡
块放入，加盐、干辣椒、蒜等调料继续煸炒。最后，将熬好的路
边荆的汁水淋在仔鸡上，盖上锅盖，用小火慢煨，煨至汤汁渐
干时，满屋飘香，便可装盘食用。路边荆能起到清热解毒、散
寒、强健筋骨、祛风湿的作用,帮助人们增强身体抵抗力。

鸡做好了，吃法也很有讲究，老长沙黄先生告诉记者，按
照老一辈的要求，吃路边荆煨鸡时最好穿长袖衣长裤，吃得
大汗淋漓效果最好，“人体湿寒之气要通过汗液排出，当然也
要注意通风，不然屋内太闷了也容易中暑。”

此外，长沙地方史研究专家陈先枢介绍，起伏除开吃叫
鸡，长沙人还有吃姜、喝路边荆煮水、贴三伏贴、喝凉茶等习
俗。以喝凉茶为例，最地道的方子是把车前草、淡竹叶、菊花
和麦冬等4种中药材一起熬煮。

连续10年
三伏都有40天

连线

本报7月12日讯 今天清
晨，天空雾气缭绕，下着淅淅沥
沥的小雨。一辆川籍中型客车在
吉怀高速湘西段，由于左后轮气
囊爆裂发生起火，被烧得面目全
非，只剩下空壳。所幸事故未造
成人员伤亡，车上乘客和司乘人
员共39人均成功脱险。

清晨5时40分左右，湘西高
速路政队接到求助电话， 称一
辆川籍客车在吉怀高速上起
火。挂掉电话后，路政队及时联
系桥隧养护、清障施救、应急救
援等单位， 联动高警局湘西支
队、湘西消防等进行联合救援。

“我们赶到时，大客车烧得
只剩下一个架子， 车上39人都
已经转移了。” 参加救援的路政
人员告诉记者。针对火情，高速
路政配合交警对往张家界、重

庆、常德、长沙、吉首等方向的车辆
进行临时管制措施，引导车辆往吉
首南方向分流。消防人员对火灾事
故车辆进行及时灭火处理。

记者辗转联系到起火车辆的
驾驶员， 得知大客车是从福建晋
江开往四川的， 车上乘客多为农
民工和小孩。

“发现起火后，车上两名驾驶
员立即组织乘客有序疏散。”驾驶
员介绍， 由于公司经常开展相关
的培训学习，遇到火情并不慌张，
两三分钟就组织乘客疏散到安全
位置，“行李也都抢救出来了。”

据了解， 该车是由于左后轮
气囊爆裂引发火灾， 事发后司乘
人员就近安置， 由起火客车所属
客运公司进行转运。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明华
实习生 丁子琦 文潇

高速大巴烧成空壳
车上39人成功脱险惊

7月12日凌晨，一辆川籍中型客车在吉怀高速湘西段起火后只剩下空壳，所幸驾驶员处置及时，车上39人均成
功脱险。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