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3日讯一辆满

载10吨黄磷的货车在行驶途

中“匡瓢”泄漏引发自燃，火焰

腾起3米多高， 引燃高速路上

的绿化带，形成了一条30米长

的火线。22晚8时38分，潭邵高

速公路74公里湘潭易家湾高

架桥处，就上演了这惊险的一

幕。湘潭消防火线出击，出动5

台消防车，奋战近3小时，终将

险情彻底排除。

黄磷自燃烧向驾驶室
7月22日晚，潭邵高速公路

上夜色浓浓，盛夏的溽热依旧在

空气中弥漫。 一辆牌号为贵

J14667的东风大货车满载着10

吨黄磷正一路疾行。黄磷是一种

重要的基础工业原料， 不溶于

水，燃点低，在34℃即自燃。为

防止发生意外，出发前，这辆货

车上的黄磷桶内全都灌了水与

空气隔绝，原以为一路上会安然

无恙。

让驾驶员没想到的是，在行

驶过程中，车上一个黄磷桶“匡

瓢”倾倒，桶内的水份在高温下

很快蒸干。晚8时38分，当货车

行驶到潭邵高速公路74公里湘

潭易家湾高架桥时，一团火球倏

然从车厢中腾起，顷刻蔓延到驾

驶室。“不得了，起火哒！”车主和

货主吓坏了， 赶紧撸起湿棉被，

操起车载灭火器进行扑救，但火

势熊熊已无法控制。

30米高速绿化带成“火线”
接警后，湘潭消防特勤中队

3台消防车、24名官兵火速出

动， 于8时58分最先赶到事发

地。此时，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

天， 火焰最高时腾起有3米多

高，并散发出阵阵浓烈刺鼻的毒

气。而黄磷倾覆溢出车厢，已引

燃高速路上的绿化带，形成了一

条30米长的火线。

情况紧急！高速交警立即

警戒， 对道路交通实行管制，

双向禁止车辆通行。黄磷腐蚀

性较大，灭火时不能使用直流

水， 而只能用喷雾水和开花

水，否则很可能溅在身上灼伤

皮肤。 消防人员兵分两路，戴

好空呼器靠近车身， 伸出2支

水枪分别对驾驶室和车厢进

行扑救。因处理黄磷自燃需水

量大， 而高速公路汲水困难，

岳塘消防大队2台车随后也赶

来增援供水。20分钟后， 大货

车上的明火基本扑灭。

池塘抽水降温除险
晚10时07分，5台消防车上

的蓄水将消耗殆尽。为彻底排除

险情，支队指挥部决定立即将车

辆移至最近的自然水源处，同时

把5台消防车上的水源集中在

特勤的一台车上，并由此车跟踪

持续供水降温冷却。

晚10时12分， 起火货车被

转移到附近的潭邵高速株洲北

出口收费站旁，潭邵高速大动脉

恢复了畅通。收费站旁边有口天

然大池塘，消防人员用机动泵汲

水灌入货车的黄磷桶内，以降温

冷却和隔绝空气。 至晚11时30

分，事故处置完毕。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朱亚军 尹君珺

出发前桶内灌满了水，可还是“匡了瓢”
10吨黄磷
引燃30米高速绿化带

被抢的晕了，4个“小劫匪”慌了
抢劫之后买水救人，幸亏及时送医院，要不然会出大事
王女士7月23日下午来电：

下午4点左右，四个男孩（13岁左

右） 抬着一穿橙色T恤牛仔短裤

的小男孩在长沙市青少年宫门

口。不一会儿，他们把小男孩扔

在地上跑了。刚开始我以为他们

是在玩闹， 后来才发觉不对劲

了，小男孩躺在地上，口喘粗气，

嘴巴抽搐，还不停地哽咽。

记者核实报道
小男孩名叫张顺杰，今年12

岁。当天下午，张顺杰问妈妈要

了45块钱，在长沙市青少年宫旁

的中青网吧上网，这是家绿色网

吧， 专门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刚

走出网吧不远，两个小孩突然窜

出来挡住他，并呵斥道：“站住！”

张顺杰以为是跟他开玩笑，

并没有理他们， 他拿出手机，准

备打电话给妈妈。这时，从另一

个方向又跑来两名小孩，一把抢

走了他的手机。

四名小孩一起围住张顺杰，

并把他拖到无人的墙角，搜走了

他身上仅有的40块钱。

从未见过此类场面的张顺

杰吓得冷汗直冒，想叫也叫不出

来，嘴角抽搐，不断地喘着粗气。

见张顺杰越喘越厉害，原本

只想抢些零用钱的小孩们慌了。

一名男孩掐住顺杰的脖子，威胁

道：“不许喘！” 另一名男孩拿着

抢来的钱，到一旁给张顺杰买了

瓶水。

“别弄出大事了， 我们把他

抬到有人的地方去吧？” 买水的

男孩向大家建议。事后，张顺杰

被路旁诗婷内衣的店老板周大

姐送到了长沙市第一医院。

“这个小孩（张顺杰）患有支

气管炎，再晚送来一会儿，可能

会有生命危险。” 长沙市第一医

院急诊室医生向记者介绍。

随后，张顺杰的妈妈胡女士

也赶到了医院，看着口里戴着氧

气罩，脸色苍白，手脚还在微微

发抖的顺杰，胡女士哭了，“这些

孩子，差点要了我儿子的命啊！”

■记者黄静
实习生杨昱刘聪恋周淳

本报7月23日讯市民周伟来电：最近他很恼

火，为了修手提电脑，大热天两个月里跑了8趟。

记者调查：
2008年9月22日， 周伟在长沙华海电脑数码广

场买了一台gateway的笔记本电脑。今年6月，电脑主

板烧坏，周伟把电脑送到经销商长沙银嘉科技有限公

司去修理。不料，维修之路如此“艰难”。

工作人员告诉周伟，要将电脑送到 gateway

的中国售后代理神州数码的维修站，但神州数码

售后部拒绝修理，理由是银嘉提供的发票上只写

了笔记本电脑，没有标明型号和品牌，他们不认

可该发票。

律师说法：
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肖应华律师认为，根据

《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规定，周
伟这种情况可以要求经销商退货或换货。即使周伟
购买的笔记本按照机型的出厂日期来算，也还在2年
的保修范围之内。况且，发票信息不详的责任完全在
于长沙银嘉科技有限公司。

□提醒

购买数码产品要注意三点
一，要求经销商开出商品相应的发票、购销合

同、保修卡；二，认清相应票据上的开票日期、品牌、
序列号是否与购买品牌相符合；三，在购买产品前弄
清楚产品的售后服务规定以及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限。

■记者邢云鲁军实习生杨迪全津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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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公告

“双色球”第 2009085期 本期投注总额：201602548元

红色球号码：20 04 12 17 08 30

蓝色球号码：03

奖 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8注 6613174 元

二等奖 93注 208151 元

三等奖 586 注 ３０００ 元

四等奖 32100注 ２００ 元

五等奖 621696 注 １０ 元

六等奖 3972664注 ５ 元

奖池累计金额：179416312元。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湖南省开奖公告

湖南省销售金额：1448676元；中奖总金额：48800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中奖注数
320
525
0

单注奖金额(元)
1000
320
160

中奖金额(元)
320000
168000
0

中国福利彩票“湖南风采”乐透型(22选5)开奖公告
第2009197期

本期投注总额：70300元
中奖号码：03 18 11 22 13

好运彩销售及中奖结果
好运彩 销售额 总奖金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好运1
好运2
好运3
好运4

222元
1944元
18112元
11634元

108元
961元
9036元
5817元

9注
31注
36注
1注

12元
31元
251元
5817元

31912元

奖等 中奖注数 本期派彩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注
67注

1464注

0元
3350元
8784元

22313元
50元
6元

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09 年 7月 23日

短 信 查 询 为 ： 编 辑 短 信 168 发 送 到

10628099168(移动、联通、小灵通) 电话查询：

16889888 125903168 4502133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福彩网ｗｗｗ．ｈｎflcp．ｃｏｍ

第2009197期中奖号码889
全国销售总额：54991598元
中奖情况中奖结果

合计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09年7月23日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ｗｗｗ．ｈｎｔｉｃａｉ．ｃｏｍ

31选７第09085期本期投注额：733796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点播 0.5 元 / 次，

咨询电话：0731—4429019。

２２选５第09197期本期投注额：215053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50
5163
77591

单注奖金(元)
8153
50
5

中奖号码：04�06�09�11�18

中奖号码：9 4 1

投注类型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7058 1000
组选3 0 320
组选6 11738 160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３、排列５第09197期本期投注额：29043538元

中奖号码：94127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42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下期奖池：321526.38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派送一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1

16

58

686

960

8438

0

单注奖金(元)
0

25304
1500
500

５０

2０

５

0

中奖号码：04�18�21�22�26�27�28+23

市民王先生7月23日来电：
这个月长沙新换了很多公交站

牌，可问题比较多。一是看不清站

名；二是站牌只有框没有牌。万家

丽路与远大路交汇路口至芙蓉区

政府之间的5个公交站点都是只

有框，没有公交路线和站牌；三是

站名错误。 解放中路和韶山路交

汇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向两个公交

站牌写着的站名为： 文艺路口东

和文艺路口西。 文艺路本来是有

的，但是因为修路拓宽，文艺路就

消失了，这样的站名应是错误的。

部门回应：
长沙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处监

管科工作人员解释： 新的路牌字体

模糊可能是因为新近印刷的原因，

暂时不会更改； 万家丽路新近拓宽

路面不久， 新的公交站牌还没有张

贴上新的指示信息，但在9月20日之

前所有新的站牌都会“准时上岗”；至

于“文艺路口”的问题，主要因为该名

称是约定俗成，暂时也不会更改。但

市民如发现其他问题， 可向该单位

反映，他们表示将及时解决。

■实习生杨园田莉记者黄京

本报7月23日讯 本报报

道万家丽路和远大路交叉口的

地下通道如“迷宫”(见本报7月
22日A12版)后，今日一些市民打

进本报热线称，芙蓉广场地下通

道也让人“搞坨不清”，8个出口

也没有一块指示牌。另据记者不

完全调查，长沙市的地下通道里

约8成没有安全提示。

记者在芙蓉广场地下通道

看到，这条地下通道位于芙蓉路

和五一大道的交叉处，东西南北

每个方向有两个出口，每个出口

都几乎一样，而且里面光线效果

不佳，极易迷失方向。记者随机

采访了15位市民，他们表示均在

该地下通道里迷过路，“有时候

一不注意还是会走错”。

另据记者调查， 长沙8成地

下通道没有安全提示。记者今日

从韶山中路的2号地下通道走到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正门前的7号

地下通道， 发现这6个地下通道

中没有一个设有安全提示标志。

市民如发现地下通道还存

在什么问题，欢迎拨打本报热线

电话0731—84326110，届时本报

将收集统一交由长沙市政府有

关部门解决。

本报7月23日讯 今天早上7点，长沙红星建材

批发市场的一家玻璃店门口，4名工人在搬运一块

重约500斤的玻璃时，连带到后面的一块玻璃，结果

两块玻璃一起砸下，将3名工人的身体多处划伤。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医生尹江柳告诉记者：3人

都没有生命危险，头部受伤的汤立峰，头皮里可能残

留碎玻璃。 还有一名伤者因为手部肌腱撕裂已经是

送往了住院部观察。

熟练的搬运工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

记者来到事发地曹龙玻璃店， 老板曹龙的爸爸

曹建指着店内大堆的厚玻璃说：“每一块约有8个平方

米，重500斤，他们在车上搬运时，由于带起后面的一

块玻璃， 近千斤的重量使得4个人根本控制不住，两

块玻璃加在一起砸了下来，其中3人没躲得开。”

曹建说：“平时都是7到8个人搬， 他们是4个人

搬，所以操作不当。4个人可以拿8个人的钱。”曹建

表示，玻璃店愿意承担相应的费用。

■实习记者刘惠通讯员谭一啸

社区夏令营教孩子感恩
本报7月23日讯 你为爸爸妈妈洗过脚吗？你

为爷爷奶奶盛过饭吗？你帮助过陌生人吗？……今天

下午，长沙市咸嘉湖街道的70个小朋友上了一堂特

殊的“感恩课”。下课后，他们每个人都制作了一张感

恩卡片，准备送给心里最想感谢的人。

咸嘉湖街道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社区夏令

营，此次夏令营以“向国旗敬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为主题，通过开展“快乐卡通之旅”、“红歌会”、“环保

之星在行动”、“冠军之路”、“感恩课”、“影星会”等活

动，教孩子们用感恩的心来快乐生活。

■记者黄京实习生张亚楠杨园田莉

□《“最牛地下通道”如迷宫转晕路人》后续

长沙八成地下通道没有安全提示

芙蓉广场也有“迷宫通道”

□相关新闻

路都没了，怎么还写在站牌上？

□我要播报

千斤玻璃砸下
搬运工手部撕裂
4人为领双份工钱结果3人受伤

□记者帮忙

电脑发票不详
经销商与维修站都不给修

7月23日中午，长沙市湘江风光带，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
行进在送水的路上，车上放满了矿泉水桶，数一数，竟有12只
之多 记者田超实习生陈钦摄

□他山石

日本地下通道
还注明公交路线

香港中环地区地下通道为
敞开式、互相连通且标识清晰。
从香港会展中心到华润大厦，走
人行天桥大概需要10分钟，天桥
上有多个出口，方便行人搭乘地
铁或转去另一栋大厦，初来乍到
的游客也不容易迷路。

而美国曼哈顿、英国金融
城、日本新宿等地下通道的设施
都很人性化，标识设置清晰、地
面采用防滑地砖，并配备行李传
送带、盲道等设施。尤其是在东
京新宿地区的人行地道里，指示
牌密密麻麻多如蛛网，详细列出
商务楼、商场、公交线路的方位，
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游客一般
都能在指示牌上找到500米内的
目的地，只要仔细看，就不会走
冤枉路。
■实习生向佳明汪艳王思思

记者邹丽娜

□都市快拍

最“牛”送水工

地下通道转得头晕，有些
公交站牌同样让人摸不清方
向。一市民在公交站牌下查看
公交路线 记者童迪摄

▲

□星城短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