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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日讯 几个人去新开的驴
肉馆吃火锅，其中一人刚吃了几口就猝死
在店门口。虽然芙蓉区疾控中心检验结果
是“猝死与食物无关”，我们还是请专家给
介绍了下，哪些人冬季补不得。

28岁女子猝死饭馆
10月24日晚，长沙市远大二路农科院

北门对面一家驴肉餐馆里，老板娘正在前
台张罗，驴肉馆刚开一个月，来品尝的人
还不多。

这时，一行4人进店点餐，他们看中了
四荤四素的驴肉套餐， 里面有驴肉丸、驴

杂、驴排等。菜上齐后，老板娘帮各位分了
汤，其中一个28岁女顾客刚喝几口就说包
厢里有点闷，要去拿瓶旺仔牛奶。

这人走到吧台打开一瓶旺仔牛奶喝
了几口， 说头还晕就出去蹲在马路边，老
板娘搬了张凳子给她坐。跟她一起来的人
说，没事没事，没吃完的打包算了。

老板娘进店开始打包，突然听到外面
喊“快打120”，跑出来一看，女的已经开始
呕吐并且无知觉。

经查死于心肌梗塞
“天上龙肉何处寻踪影， 地上驴肉本

店有奇香。”驴肉馆店门外，还贴着这么一条
标语，因为有人猝死在门口，店里已经一个星
期没开门营业。

芙蓉区疾控中心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10月24日晚上接到“疑似食物中毒”电话后，
晚上10点多去驴肉馆采了样。 通过化验生化
微生物等指标，最终得出“猝死与食物无关”
结论。

接待患者的是长沙市第八医院急诊科的
蒋医生， 蒋医生说见到女子时她已没有呼吸
和心跳，大概已死亡20分钟。从心肌损害程度
看，他怀疑该女子生前患有心肌炎。

事情水落石出了，跟驴肉馆的饭菜无关，
老板娘出于人道主义给女子家属赔了3.5万
元钱。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叶冰

28岁女子吃驴肉火锅后猝死
芙蓉区疾控中心称与食物无关 提醒：心脑血管和高血压患者少吃火锅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院前急救部主
任赵珊说， 猝死一般是有疾病自己不知道或
平时病情很稳定， 因为某种因素或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发生。

冬令进补是我们的传统习俗， 农历十一月
冬至前后被认为是补阳气的好时机。长沙市中心
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黄健乐说，冬令进补
要根据体质来，大方针是养阴防寒、滋阴潜阳。火
锅调料里有很多香料比如花椒和茴香都是温补
的，虚寒体质的人可以多吃一些，那些本身火旺
的人最好只尝尝味解解馋。黄健乐说，一般人吃
火锅没问题， 心脑血管和高血压患者应当少吃，
平常饮食应以清淡为主，少沾油腻。

http://sxdsb.voc.com.cn▲ 1124396647

11月1日，长沙市金鹰小区附近，一辆汽车从减速带上驶过。 记者 龚磊 摄

本报11月1日讯 减速带在小区道路
上经常可见，一些事故频发的地方，要求
增设减速带，但家住金鹰小区的田先生却
为这些减速带烦恼：从小区去单位短短一
段路，竟然有39条减速带。今天下午记者
实地探访， 发现1000多米长的道路上，竟
有28条减速带，市民戏称，开车像坐跷跷
板一样。

开车像坐跷跷板
“刚从小区开车过来办公楼前坪停车

场，短短一段路，总共经过了39条减速带，
开车跟坐船一样。”今天中午，有网友发出
以上内容微博。下午，记者赶到网友所说
金鹰小区附近，实地探访了一番。

金鹰小区位于万家丽北路与三一大
道交会处的东北角，附近有归心苑、骏豪
花园等几个小区，中间由一条两车道的小
路连接， 就是这条一千多米长的小路上，
装上了28条减速带。

这条不长的路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
条减速带， 在转弯的地方更是3条减速带
并排紧挨着。开车的毛先生说，从小区到
路上，连续几十条减速带，车子经不起每
天这样摇晃。

骑电动车载着女友经过的程先生说，
他载着女友每经过几条并排的减速带，一
定得让女友下车，要不然一不小心女友就
会摔下车来。要是平时拖了点货物，一定
得下车推着走。

老人小孩多，为保安全
负责该路段的是附近的某物管中心，

该中心工作人员林先生介绍， 这段路虽然
不长，但附近有好几个小区，车多人多，且附
近小区里的老人和小孩常出来走动， 为了
他们的安全，只能多设几条减速带。

林先生的说法得到了附近散步老人的
赞同，带着孙女在晒太阳的陈老太说，过路
的小车特别多，速度也快，要是没这么多减
速带，上了年纪的人根本躲不过。

交警部门表示， 设置减速带是为了使
路面稍微突起以达到车辆减速行驶的目
的。但设置密度过大，就会影响车辆通行速
度，设置不当还会带来安全隐患。

你也碰到过减速带成堆的道路吗？你
家门口的减速带是不是合理？ 欢迎致电本
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说说看。

小区门口千米路上设28条减速带
司机笑言“开车像坐跷跷板” 你碰到过减速带成堆的路吗？来电说说看

一、很多司机喜欢只用一
侧的轮子轧过减速带，认为这
样冲击小， 对车子损害小。但
专家表示， 实际情况恰好相
反， 由于长期受力不均匀，这
种单侧碾轧减速带的习惯很
容易伤害悬挂系统并影响车
轮定位角。

二、 在经过减速带时，常
有车内物品因不牢固滑落或
掉落，驾驶员切忌在此时低头
捡拾，很容易引发事故。

三、有的司机在通过减速
带时图快，不减速，若长期如
此，不但会加速胎面橡胶的磨
损，还极易爆胎。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开车过减速带的
坏习惯

本报11月1日讯“花5000元用棉签
刷下嘴，就能预测孩子未来？”这一荒唐
事件经本报报道后（详见本报11月1日
A08版），市民纷纷拨打本报热线表示对
该项检测的质疑。今天上午，记者联系到
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区分局浏正街工商所
的执法人员到“佳诚公司”进行调查。

没有证据证实存在合作关系
今天上午，记者和浏正街工商所的

执法人员来到湖南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和昨天一样，这里除了工作人员
并没见到一个顾客。

公司一许姓负责人解释道，他们今
年7月刚与“上海天使”签订基因检测方
面的合作协议，目前这些检测服务还在
推广阶段。当工商人员问及是否有客户
接受过检测，对方回答：“检测结果是由
上海公司直接寄送到客户手中，涉及隐
私公司并未保留。”

许姓负责人表示：“在网上了解了
上海天使生物的信息，也看了南方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的信息， 觉得蛮权威，就
和上海天使生物签订了这个合同。”记
者发现，在该公司出示的各种合同及协
议里， 并没有证据证实“佳诚公司”与
“南方基因”存在联系，可是几乎所有的
宣传资料里，都提及了“南方基因”这个
国家级的基因研究机构及其下属公司，
对此，许姓负责人只是强调：“这些资料
都是上海天使公司发给我们的。”

如涉及虚假宣传最高罚10万元
记者在“湖南工商红盾信息网”企

业信息查询窗口内查询发现，湖南佳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今年3月，经
营范围包括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汽车
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钢材、塑料制品的销售。可是面对工商
人员的调查，许姓负责人却表示“我们
只是起中间咨询的作用”。

调查结束后，浏正街工商所副所长
廖毅告知“佳诚公司”负责人，要求其联
系“南方基因”出具其与上海天使生物
公司的合作合同，以及合同上涉及的合
作内容，由此来判定湖南佳诚公司经营
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虚假宣
传的条例处以1万至10万元罚款。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陈橙

本报联合工商调查

若“基因诈骗”
可罚10万元

《用棉签刷下嘴，就能预测孩
子未来？》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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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 星彩”第 11128 期 本期投注额：1685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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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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