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停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今天从长沙供水公司了解

到， 为配合市政给水管网

配套设施建设，该公司将于7月13日上午

8：00至7月14日上午8:00进行金星路与

南园路改管并网工作，届时金星路（枫林

路———南园路）、南园路沿线两厢地区将

停水，临近地区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

户做好储水准备。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陈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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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后天今天

本报7月11日讯 阳光

变得羞涩了， 今天午后仅祁

东达到了35℃。 但由于湿度

加大，天气感觉非常闷热。省气象台说，本

周内我省多阵性降水，高温难以重现。

今晚到明天， 湘东湘南大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后天全省阴

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东

局地大到暴雨。

这次的降雨， 或将缓解前段时间高温

天气带来的旱情。截至昨天，全省有63个县

（市） 达到气象干旱标准， 中旱及以上县

（市）主要位于湘南。

省气象台预计， 本次降雨要到14日才

有所减弱；15-17日，省内还有一次降水天

气过程，其中湘东、湘南局部降水较明显。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周京晶

本报7月11日讯 炎炎烈日晃得人睁

不开眼睛，28岁的长沙小伙张航经常外

出，于是在路边一家小店花30元钱买了一

副太阳镜，可戴了不到一个月，张航感觉

视力明显下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头晕

乎乎的、眼睛也有些胀痛。7月8日，他匆匆

赶到湘雅医院眼科求助，经检查，原来是

劣质太阳镜作祟。

“经检验， 你佩戴的太阳镜不合格，一

般的太阳镜为平光眼镜， 而这副太阳镜度

数有70度，幸好佩戴的时间不是很长，视力

还可以慢慢恢复。”接诊的眼科医生周明敏

为张航解开了迷惑，张航这才恍然大悟。

周明敏介绍， 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太阳

镜不但不会起保护作用， 还可能对眼睛造

成伤害。如何选购一副合适的太阳镜呢？“从

镜片往外看，如果直的物体未变形就是平光

镜 。” 周 明 敏 说 ， 把 眼 镜 放 在 眼 前

15cm-20cm左右距离， 透过镜片观察墙缝

或窗框或其他直线物体，移动眼镜，让眼睛从

镜片不同位置观察直线是否有弯曲或波动。

如有异动，提示镜片有可能有残余度数，这种

镜片戴久了容易头晕，应放弃购买！

同时要注意观察太阳镜的表面，好的

镜片表面应清澈无瑕， 没有气泡和波纹。

把太阳镜对着灯管看，灯管在镜片表面的

反光应该均匀，平滑，镜片的颜色不能偏，

应使周围环境的颜色不失真。

茶色系和灰色系的镜片颜色是最佳

选择， 它们几乎可以吸收90%以上的紫外

线和红外线。而且柔和的色调使视觉舒适，

让眼睛不容易疲劳， 也不改变对红绿等颜

色的感觉，对驾驶员尤其适合。

对如何判断太阳镜是否具有防紫外线

功能，周明敏表示，市场上销售的正规太阳

镜都是执行行业标准， 防紫外线系数是

UV400，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

查看吊牌上的标志。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严慧平

实习生 杨琴 姚美娟 张凤

小店买副太阳镜， 28岁小伙视力急剧下降

有度数的太阳镜，请慎选！

7月8日，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创远景园一株铁树同时开出“双胞胎”同性

花瓣，花色呈米黄色，“哥哥”高达80厘米，“弟弟”也有70厘米高，吸引了许多

居民前来观赏。 读者 谢祖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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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铁树开两花

感光蔬菜多吃易晒黑

金星路、南园路沿线

明日停水1天

持续高温，湘南干旱抬头

本周湘东湘南多阵雨

长沙今起严查违规用工

不给加班费，请举报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获悉，7月12日至8

月10日， 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用人单位

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

专项检查。 如果劳动者发现自己的权益

受到侵害， 可拨打长沙劳动保障监察举

报投诉电话：84428020。

本次行动重点检查劳务派遣企业、

个体工商户以及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

筑、制造、采矿、餐饮和其他中小型劳动

密集型企业。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支付职工工

资及加班工资情况、参加社会保险及缴费

情况、禁止使用童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

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等情况。

对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侵

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 相关部

门将通过媒体公开曝光， 并通报银行将

其记入诚信档案。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张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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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

多云到阴天有阵雨

东北风3级

26℃-32℃

多云到阴天有阵雨

东北风3级

27℃-33℃

多云间晴天，局地有阵雨

东北风3级

活生 示提

夏天阳光和紫

外线都很强烈，气象

专家提醒，除了防晒

霜、太阳伞等装备必不可少外，宜多吃有助

防晒的食物，并尽量少吃感光蔬菜。

何谓“感光蔬菜”？专家介绍，很多蔬菜

在含有维生素的同时，还含有光敏性物质，

这些蔬菜就是感光蔬菜。 人如果过量食用

感光蔬菜之后再晒太阳， 会使黑色素细胞

活力增加， 使得皮肤变黑或出现晒斑、丘

疹、水肿等皮肤炎症。

比较常见的感光蔬菜主要有：白萝卜、

芹菜、小白菜、油菜、菠菜、茄子、韭菜、紫

菜、香菜、莴苣、苋菜等。皮肤容易出现晒斑

的人，盛夏季节应少吃这些蔬菜，且食用后

不宜立刻晒太阳或在强光下活动， 建议选

择在晚餐食用。 ■记者 胡信锋

七年之痒，“裸婚族”不堪承受

��������“裸婚” 是 2008 年兴起的网络新词

汇， 而前段时间在各大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裸婚时代》更是引发了公众对裸婚的强烈

关注。 在当下房价、 物价快速增涨的背景

下， 由于无法达成买房、 买车等目标，“裸

婚”受到了不少“80 后”的追捧，但也由此

引发了不少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三无男人”演绎《裸婚时代》

“大学毕业后我是多么希望通过努力

工作，能买得起房、买得起车，然后风风光

光地将婷婷取进家门，但理想很丰满，现实

却很骨感，我让婷婷受苦了！ ”谈及躺在病

床上的婷婷时，古风显得非常沮丧。古风和

婷婷是大学同学，大二的时候开始恋爱，他

们曾约好如果过了“七年之痒”两个人还相

爱就结婚。 但由于毕业后的几年里工作并

不是很顺利，古风没房、没车、没财，是个典

型的“三无男人”，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选择

“裸婚”。 不过，他们显然对 "裸婚 "的准备

并不充分，婷婷意外怀孕了。

但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允许，他们只好

忍痛到一个小诊所接受了终止妊娠术，然

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手术让婷婷更

加受伤。术后婷婷一直被白带过多、下腹疼

痛折磨。只好来到长沙丽人妇产医院就诊，

婷婷经过检查发现竟然患有宫颈糜烂、盆

腔炎等一系列的妇科疾病， 真是屋漏偏逢

连夜雨。

终止妊娠勿随意，正规医院更放心

长沙丽人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唐医生

指出，“裸婚族” 既然出于现实的无奈要不

起孩子，那么就应当采取正确的避孕措施，

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终止妊娠上， 因为很

多人对终止妊娠的认识并不充分而选择一

些小诊所进行手术。 而这些小诊所并不能

提供正规的手术，很容易引起终身不孕、子

宫穿孔等严重的妇科疾病， 对女性造成更

大的伤害。

唐医生强烈呼吁， 广大女性朋友一

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要对意外怀孕给予

足够重视，切不可随意，如要手术一定要

选择正规医院、适合自身的终止妊娠术，

比如长沙丽人妇产医院首推的金三维凯

尔终止妊娠术就是解决意外怀孕很好的

选择。 金三维凯尔终止妊娠术具有专业

的产道测评系统、 精确数据导航和个性

化的维护系统，能够对产道、子宫、卵巢

进行术前、术中、术后的三维立体呵护，

全面保护女性产权。

温馨提示： 为了帮助更多受意外怀

孕困扰的女性， 长沙丽人妇产医院特开

展女性“意外”援助季活动，详情请拨打

援助热线 0731-82812222 或登陆官方网

站 www.100lr.com 进行咨询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