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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
骑”上环线桥

湖湘中医肿瘤医院焚烧炉每天定时开动烧垃圾，居民、病人不堪其扰

“医疗废物处理费太贵，负担不起”

卫生部门：医院不到指定地点处理垃圾属违规，将予以查处
长沙市民柳女 士 6月10日
上午9:21来电：我是咸嘉湖路的
居民，对门就是湖湘中医肿瘤医
院， 每天下午5点多钟， 医院停
尸间旁边就会冒出浓烟，气味难
闻，不晓得是不是在烧垃圾。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郭妮 周彩虹 董苏雪

【病人】

住院半个月天天闻臭气

6月10日上午10时许， 记者
来到柳女士家。柳女士家与湖湘
中医肿瘤医院只隔着一块菜地。
柳女士走出房门，指着围墙
内一根几米高的烟囱说：“每到
傍晚，浓烟就从那根烟囱里冒出

【院方】

来，慢慢地，刺鼻的酸臭味就弥
漫开来， 要多难闻有多难闻，闻
多了不仅恶心还头疼。 ”
记者来到医院住院部二楼
一病室， 提起医院焚烧垃圾一
事， 该病室的曹师傅立刻激动

起来 ：“烧 的 都 是 医 疗 垃 圾 ， 我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了， 闻的都
是臭气， 我们都快要被熏晕
了。” 曹师傅是一名肺癌患者，
“我们本来就有病，这不是雪上
加霜吗？”

长沙市民刘先生6月11日
上午11:45来电：我是西二环梅
溪湖大厦附近的居民， 这里发
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大货车与
一辆小轿车撞到一起， 货车车
头都拧成麻花状了， 货车上的
人受了轻伤。

处理费用太高负担不起

顺着住院部一楼的楼梯走
下地下一层，柳女士所指的烟囱
近在眼前，烟囱下方连着一个写
着“焚烧炉”的水泥槽。槽内堆放
着四五袋用塑料袋装的医疗垃
圾，其中有一次性输液管、带血
的纱布等。
下午5时40分许， 在机器的
轰轰声中，焚烧炉内的垃圾燃了
起来， 恶臭伴着黑烟向四周扩

散。10分钟后， 记者来到距离焚
烧炉约200米远的柳女士家，站
在她家门口，果然能闻到刺鼻的
气味，路上经过的行人也纷纷捂
住口鼻。
10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
了湖湘中医肿瘤医院的周院长。
对于医院焚烧医疗废物一事，周
院长显得很委屈。“现在医疗废
物处理企业垄断了市场，一公斤

要收六七块钱 ，太贵了，实在负
担不起。”
对于垃圾焚烧是不是会对
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周院长称：
“周边居民不集中， 影响肯定是
有的，但不会很大。”那么，与焚
烧炉仅几米之遥的住院部病人
的治疗环境如何保障呢？周院长
答：“焚烧只是一阵子的事情，病
人把窗户关起来就行了。”

部门说法

不到指定地点焚烧医疗垃圾，违规！

6月10日， 湖湘中医肿瘤医院
内的一个焚烧炉塞了不少即将被
焚烧的医疗垃圾。 记者 童迪 摄

6月11日上午， 长沙市西
二环梅溪湖段，一辆皖照挂车
与一辆小车碰擦后，车头被路
边涵洞上的墩子撞得粉碎。
记者 李丹 摄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长沙市环保局。该局投诉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湖湘中医肿瘤医院焚烧医疗垃圾的行
为，违反了多项环保规定。
长沙市卫生局工作人员也表示，医疗废物的处理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和监督检查方法 。每个医院的
医疗废物应送往指定的地点进行焚烧。
“
若该院焚烧医疗垃圾的行为属实，那么，它就违反了医疗垃圾管
理办法，核实情况后，我们将进行处罚。”

10秒可撬开宝马车门，这伙贼半年卷走200万元财物

现场：货车车头悬于环线桥面

事发地点在西二环由南往
北梅溪湖段，该段有一条长约8
米的桥面， 桥面下方是一条东
西走向的通道。 桥面与通道之
间的高度约为5米。
6月11日中午12时30分许，
一辆长约12米的半挂货车“骑”
在右侧的桥面上， 该车牌照为
“皖NF230”。 立在绿化带里的
路灯杆被撞得往北倾斜了约30
度。 事发的路面满是被撞碎的
水泥石块， 一只直径约1.5米的
轮盘躺在货车旁。往下一看，距
离桥面约5米高的地面满是大
大小小的水泥块。
与货车发生碰撞的小轿车
已被交警拖离现场。 货车车头
完全与车身脱节， 车头耷拉在
路旁的绿化带里， 车身斜骑在
桥面上， 两者中间只剩下一些
电线和钢管连接着。

45件专业开锁工具专撬中高档车

目击：出事时三声巨响像爆炸

警方再次提醒：贵重财物不要存放在车内
一伙人揣着45件专业开锁工
具，驾车往返于深圳长沙之间，专
撬别克、宝马车门尾箱，半年作案
近百起， 涉案价值高达200余万。
6月6日， 长沙警方成功摧毁这个
专门盗窃中高档汽车车内财物的
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6
月11日，警方通报案情时呼吁，广
大驾驶员不要将财物存放在车辆
中， 尽量避免将车单独停放在偏
僻地点。

撬开街头宝马车门只需10秒
3月10日下午， 天心区刘家
冲路旁的临时泊车位内，一辆银
灰色 宝马 车 正静 静地 等 待着 主

人。下午4点38分，一辆银色的丰
田小车突然停在了宝马身后，一
胖一瘦两名男子先后下车， 两人
围着宝马转了1分钟， 瘦子突然
从口 袋里 掏 出一 块铁 片 用 力 插
进宝马车门，迅速用橡胶锤敲打
了两下。车灯闪了一下还没来得
及报警，车门 就 被打 开了 ，整 个
过程不到10秒。 瘦 子钻 进驾 驶
室， 左手熟练地打开车尾箱锁，
右手 已经 开 始翻 找车 箱 内 的 财
物。 而一直等候在车尾的胖子，
迅速 将尾 箱 内的 高档 烟 酒 揽 到
怀中。
今年3月份以来，长沙市接连
发生多起类似的盗窃案件。 通过

对今年以来全市所发的同类案件
进行并案分析， 民警发现案发时
间多为傍晚和晚间， 目标锁定停
靠在偏僻角落的中高档轿车。“被
撬的都是现代、本田、宝马等中高
档汽车，10辆车中有9辆都存放了
现金和高档烟酒。”

窃贼携45件开锁工具作案
专案民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
作案时间调取全市高速公路进出
城卡口信息， 发现一辆牌号为粤
BR585Z的银灰色丰田锐志轿车
进出长沙的轨迹与犯罪嫌疑人的
作案时间段基本吻合， 具有重大
嫌疑。

6月6日17时49分，银色丰田
进入包围圈，民警迅速将车控制，
将徐建春、黎方中、黎宇三名犯罪
嫌疑人制伏， 另一组民警将涉嫌
销赃的钟建良抓获归案。经清点，
民警查获各类 专 业开 锁工 具45
件。
经查，自2009年以来徐建春
伙同黎方中、 黎宇等人利用电子
干扰器等作案工具， 以深圳为落
脚点，先后多次驾车流窜长沙，对
停靠在路边的中高档汽车实施撬
门盗窃， 作案百余起， 涉案价值
200余万元。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通讯员 陈洲

坐在轮胎上休息的货车司
机头部和左手臂有擦伤， 他一
边擦着满是油污的双手一边
说：“开了六七年车， 从来没有
遇到过这样的车祸， 吓死我
了。”
货车司机介绍， 他们准备
去益阳拖运设备然后运往上
海，“当时我的车由南往北行在
最右侧的车道上， 刚走上这个
桥面， 左侧一辆比亚迪突然往
右变换车道，接着就出事了。”
林先生目睹了事件的发生，
他说， 环线上这么快的车速，比
亚迪不该变道。打来热线的刘先
生是事发地附近一家修理厂的
老板，他说，事发时，他听到了三
声巨响，
“
像爆炸一样”。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东苏雪

三步治好静脉曲张 脉管炎
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和江西大茅山药
物研究所的血管病专家历经数年科研攻关，研
制出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等周围血管疾病的
—国药准字 Z20028007、
专用国药【麦管灵片——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震惊了中外专家，被誉为
替代手术第一药。 药物成分中富含菠萝蛋白酶
BLM 与毛冬青甲素 IA，可产生独特的“激活血
管植物神经－溶解动脉闭塞血栓－修复受损
静脉瓣膜”治疗作用。
10-20 天：裂解凝血块，瓦解静脉血栓，肿
胀痛痒等症减轻或消失。
1-2 疗程：静脉血管畅通，曲张开始改善，
溃疡糜烂逐渐收口。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发行热线：0731-84315678

广告热线：0731-84329988

3-4 疗程：静脉内皮修复，卷曲血管逐渐
平复，静脉团散解，临床症状消失。 皮肤色素、
硬皮逐渐消失，神经调节能力恢复。

特别寻找静脉曲张，脉管炎 4 种患者

第一种患者：青筋凸起、患肢沉重、胀痛、
痒热、水肿、久治不愈者；
第二种患者：小腿疼痛、麻木、怕冷、腿脚
发凉者；
第 3 种患者：病情严重导致小腿、脚趾变
黑、溃烂者；
第 4 种患者：怕手术、截肢、手术打针复发者。
咨询电话：0731-88681457

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 号

邮编：41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