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雨后毒虫伤人，他被蜈蚣咬伤险丧命

投诉

长沙地铁“封杀”充电宝？禁令已解除
官方回应：因近期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出台，但众多乘客投诉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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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 “独占
芳菲当夏景， 不将颜色托春
风”， 夏季开花植物稀少，紫
薇花独占鳌头。最近，星沙多
条主干道紫薇怒放， 引来众
多市民自拍，一时成了“网红
打卡地”。 长沙县城市管理
局园林部门介绍， 他们今年
在星沙大道等主干道栽植了
4000平万米时令花卉， 目前
城区有2700株嫁接的紫薇正
陆续绽放扮靓街头， 花期将
持续到8月份。

街头成了赏花打卡地

7月24日下午4点多，烈
日正盛， 大学生小殷和同学
途经长沙县开元西路时，在
树荫处停下了脚步。“这花开
得太好看了， 忍不住走近闻
一闻，拍个照。”小殷告诉记
者， 去年夏天这些紫薇树还
是光秃秃的， 今年突然花开
似锦，变这么好看，忍不住和
好友自拍。

住在附近筑梦园小区的
张先生从幼儿园接孙女回
家，也忍不住停下赏赏花，“每
天来来回回三四趟， 满眼鲜
花，感觉天气都没那么热了。”

记者在开元西路、 东四
路等多地走访发现， 一排排
紫薇花争奇斗艳， 有红叶红
花、红叶粉花、绿叶红花多个
品种。在夏日的万绿丛中，艳
丽而耀眼， 真是“盛夏绿遮
掩，此花红满堂。”

当地老居民何先生说，
前几年栽种的紫薇树都鲜有
开花，光秃秃的。近期看着城
区大面积主干道的紫薇花盛
开， 越来越多年轻人专门来
此赏花拍照，“说是来网红地
打卡。”

“移花接木”现奇效

“这批紫薇是3月份嫁接
的，效果很好。”长沙县城市管
理局园林部门综合科科长肖
娟介绍，星沙城区内不少原生
速生紫薇品种生长迅速，但花
色淡红不鲜艳，且多数树木不
开花，造成花卉没有发挥到植
物应有的观赏价值。 今年3月
份， 他们陆续用美国红火箭、
红火球、天鹅绒等新品种对东
四路、滨湖路、特立公园等地
方的原生速生紫薇进行嫁接。

“目前城区有6000余株紫
薇，此次嫁接效果理想，将会逐
步推广。”负责此次嫁接技术的
园林师王革平告诉记者， 目前
该项技术存活率可达到95%。
“嫁接枝条在3月份就从美国
进口过来， 需要低温保存，或
埋在沙子里，或者冷藏在冰柜
中，等到4月份再利用。”他介
绍， 嫁接后的紫薇花花色红
艳，且耐旱、花期长可持续128
天， 维护好可以分3次开花，
“这批花期预计可持续到8月
份，待第一次花期结束后会摘
除残留花朵并对枝条进行修
剪，通过施肥、打药等措施，预
计20天后迎来第二次开花。”

记者了解到，长沙县城市
管理局园林部门今年加大了
对漓湘路、星沙大道、开元路
等路段的花卉打造，“嫁接紫
薇的方法也可以对长沙县内
的多数观赏类树木开花效果
不好的问题进行改善，引进更
多新品种，让我们的街道沿途
风景变得更美。我们也会根据
不同路段的特色，补种不少开
花鲜艳的植物，增添风景线。”
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洪秀妍

本报7月24日讯 被蜈蚣咬伤
险丧命？这种听起来让人觉得惊恐
的事情，近日真的发生在了42岁的
张沪林（化名）身上。

记者今天从医院了解到，天气
潮湿蜈蚣频繁出没，该院急诊科最
多时一晚上就可收治两三例蜈蚣
咬伤病患。

7月18日上午，家住长沙市雨
花区的张沪林正在家中收拾杂
物，被一条蜈蚣咬伤。当天下午，
张沪林开始出现胸闷乏力、 呼吸
困难、意识障碍，被家人紧急送到

医院抢救。
“入院时， 患者出现了分布性

休克、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心
律失常（心室颤动）， 情况十分危
急。”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重症
监护室副主任医师丁宁介绍，经过
5天的全力救治， 患者才慢慢清醒
过来，目前已脱离呼吸机，继续在
急诊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和治疗。

丁宁提醒市民，预防蜈蚣咬伤，
接触草丛等地方，最好穿长衣长裤，
避免穿凉鞋拖鞋。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汤丰宁 符晴

“移花接木”带来繁花似锦
2700株紫薇怒放，星沙成“网红打卡地”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迅速普及，可随身
携带的充电宝也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出差、旅行中带充电宝上
高铁、坐飞机也是常有的事。

7月24日，有市民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反映，长沙地铁多个
站点不允许携带超过一万毫安时的充电宝乘车，这给出行带来
极大不便。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丁子琦

“刚回长沙第一天， 就碰到这
么个事，真是太不能理解了！”陈先
生向记者抱怨，7月23日， 他从外
地回长沙， 在地铁1号线南门口站
准备坐地铁回家，在安检口却被拦
了下来。“说是不允许携带超过一
万毫安时以上的充电宝，后来还是
坐滴滴回的家，太不方便了！以前
没有这条规定啊，这充电宝每次出
差都带，还是第一次被拦下。”

记者从微博等社交媒体调查
发现，23日有数个市民在地铁南
门口、湖南师大等站点被告知不允

许带超容量的充电宝乘车。而令市
民疑惑的是，在长沙地铁的各官方
平台却没有看到相关公告。

“高铁都没有规定不让带充电
宝，坐飞机可以带二万毫安时以下
的充电宝，长沙地铁这安检真是太
严格了。”一位网友评论道，“北京、
上海的地铁也没有限制带充电宝
乘车的规定。”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如果是因
为安全等原因禁止携带充电宝上
车， 应该事先进行公布和宣传，“临
时说不准上车，确实太耽误事。”

充电宝不能带上长沙地铁

7月24日上午8点， 记者来到
长沙地铁1号线培元桥站和南门口
站进行体验。

进入培元桥地铁站，记者将一
标有两万毫安时的充电宝放在包
里准备乘车。安检人员在安检显示
器中看到后，要求记者将充电宝拿
出检查。 发现超过一万毫安后，安
检人员立即阻止了记者进站乘车，
并口头告知相关规定。

在南门口站，记者手持着两万
毫安时充电宝进入地铁站。 安检人
员看到后， 立即对记者手中的充电
宝进行检查， 同样也阻止了记者进
站。其表示，工作人员不提供暂存保
管服务，建议换乘其他交通工具。

尽管记者两次“违规”进站都
受到了地铁安检人员的阻拦，但站
内，记者却未见到任何相关禁止带
充电宝乘车的公告。

体验 记者两次“违规”进站均受阻

随后，记者拨打86850000长沙
轨道交通集团人工客服电话进行咨
询。 客服人员表示，“禁止携带超过
一万毫安时以上的充电宝乘车，是
因为7月19日长沙地铁1号线有一
名乘客的充电宝因碰撞引发自燃，
给乘客造成恐慌， 也给地铁运行造
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该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新的
举措还在落实中，并交公安机关进
行审核。乘客可选择携带容量一万
毫安时及以下的充电宝进站乘
车。”

24日下午，记者联系上长沙地
铁一名宣传工作人员， 其介绍，长

沙地铁暂未有明文规定不让带超
容量充电宝乘车。随后她展示了一
份2017年长沙市公安局与长沙市
交通运输局下发的《为加强全市轨
道交通和长途客车安检工作的通
知》， 限制携带物品写有不能带累
计超过2个的锂电池产品， 单个锂
电池不能超过2万毫安时。

下午2点，记者再次前往地铁
1号线南门口站。不同的是，安检人
员这次对充电宝没有进行检查。“因
接到乘客投诉太多， 确实对乘客的
出行带来了不便， 地铁方已解除相
关规定。 乘客仍可以携带充电宝进
站乘车，不用检查电容额度了。”

回应 暂未出明文规定，举措已取消

基金资讯

伴随着公募基金二季报全
部揭晓，长期业绩优秀的基金正
在获得市场奖励。 主动管理能力
突出跑赢业绩基准超30%， 东方
基金旗下二级债基东方双债添
利债基成立以来累计回报超
50%。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
7月22日，成立于2014年9月24日
的东方双债添利A债基成立以来
累计回报率为52.65%，大幅跑赢
同 期 混 合 债 券 型 二 级 债 基
35.50%的平均涨幅 ， 并获得
35.31%的超越基准回报率，年化
回报率高达9.15%， 为其投资者
实现了良好的投资回报。 凭借长
期优秀的业绩表现，该基金上半
年基金份额激增9527万份，整体
增幅58.29%。

2019年年初以来，A股市场
走出一轮估值修复行情， 强势行
业涨幅较大。其中，华泰柏瑞行业
领先准确把握住了上半年消费行
业的大涨红利， 截至7月19日，该
基金今年以来涨幅逾50%。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基金经
理吕慧建先生目前担任公司投
资研究部副总监，拥有20年证券
（基金）方面的从业经历，擅长挖
掘盈利增长和估值匹配具有吸
引力的个股， 他表示在A股投资
中，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在投资
策略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

长期绩优基金获市场
奖励 东方双债添利A
份额半年涨幅超50%

华泰柏瑞行业
领先年内回报逾50%

7月24日，长沙县开元西路，路过的市民正在赏花拍照。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