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0日，长沙兴马洲，附近居民在种菜。 记者 武席同 摄

长沙明年将有中南地区
最大铁路货运中心

本报11月11日讯 今天下午， 记者从
“2011长沙金霞现代物流投资推介会”上获悉，
长沙铁路货运中心明年一季度正式投运，2000
万吨的年吞吐能力，将使其成为中南地区最大
的铁路货运中心。会上签约物流项目5个，合同
总金额达21.5亿元。

据了解，长沙铁路货运中心2012年一季度
将正式投运，2000万吨的年吞吐能力将使其成
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铁路货运中心。货运中心投
运后，与已建成的长沙新港、金霞保税物流中
心及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构成货物储运铁路、
公路、水运一体化物流中心，将成为未来中南
地区最大的物流平台。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王强

为了让员工安心工作
企业花20万办相亲会

本报11月11日讯 由省工商联主办的“企
业青年快乐有约” 交友活动第三季今日启动，
来自长沙5家企业的200名青年职工参加了相
亲交友活动。

为了给企业青年提供一个好的交友环境，
省工商联一会员企业斥资20多万元将宁乡一
家度假山庄包下，活动承办方管吃管住，还安
排了不少交友互动活动， 比如男女“击鼓传
情”、共走“相亲走廊”、镭战等，为青年男女提
供亲密接触的机会。据介绍，该活动自今年5月
开始，已成功举办3届，成功配对35对。

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年轻白领
蓝领平时工作忙，生活圈子窄，缺乏和异性接
触的机会，耽误了谈婚论嫁的好时光。省工商
联发起主办“企业青年快乐有约”交友活动就
是为了解决企业青年找对象的问题，让他们安
心工作。 ■记者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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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气，无须手术
国药准字号药品， 宏兴十香丸特开展寻找

疝气 3种人活动：第 1种人：站立、行走出现症
状，轻微胀痛者。第 2种人：包块下坠，不好回纳，
出现疼痛者。 第 3种人：不想手术、手术复发者。

疝气反复发作的根源是腹压过大和腹腔膜
缺损，儿童老人体质虚弱不宜手术，且手术后极
易复发。 [宏兴十香丸]300年中华老字号三步疗
法治疗疝气：第 1步：内服十香丸：平衡腹压，修
复疝环和腔膜。 第 2步：外贴强磁贴：肚脐给药，
消除坠痛。 第 3步：疝气带：防止疝囊脱出。

我国著名疝病专家程文坚教授指出：“传统
手术治疗，痛苦大、复发率高，宏兴十香丸问世，
结束了依赖手术的历史， 而且使复发率大大降
低，适合中老年和小儿疝气治疗。 ”疝气康复指
导热线：0731-88803232���全国免费客服电话：
400-688-5058��� 粤药广审（文）第2008040188号

静脉曲张，有良方
静脉曲张的传统治疗存在诸多缺陷，手

术：肢体创伤大、神经受损；外用涂抹药：只能
暂时缓解症状。 由广西医科大学研制生产的
新药“番桃花牌毛冬青片”（中国静脉曲张防
治中心推荐用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
字号 Z45021018），通过“激活血管神经（减轻
麻木）→溶解闭塞血栓（肿痛消失）→修复受
损瓣膜（筋团舒展）→再生坏死细胞（糜烂收
口）”四个阶段治疗，内修血管外修皮，经十三
万临床病理验证，治疗效果很好。

现特开展“寻找静脉曲张，脉管炎 3 种人”
活动：1：青筋凸起、患肢沉重、胀痛痒热水肿、久
治不愈者；2：小腿或脚趾疼痛麻木怕冷、腿脚发
凉者；3：病情严重导致小腿、脚趾变黑、溃烂者。
周围血管病防治中心热线：0731-85225656����全国
免费客服电话：400-688-1018�桂药广审（文）第2008030156号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30 分在本公司
拍卖厅依法公开拍卖位于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街道建设南路梅园村
26栋 2-3楼房地产，建筑面积约 1160.27m2，起拍价 191.11万元。
凡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 16：00 时前将拍卖履约保证
金 240万元汇入本公司账户，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与有效汇款证明
原件（以款到账为准）来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详情请来人来电
咨询。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标的驻地
公司地址：湘潭市韶山东路 11号怡园花苑 5号楼 5号门面
联系电话：0731-5839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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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21岁的小杨刚从大学毕业。3个月前，他
去银行取钱， 发现有人取完钱忘记抽卡，便
顺手取空了里面的14000元钱。11月10日，
宁乡县检察院以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将小杨
移送法院起诉。

顺手牵羊埋下祸根
事情发生在今年8月5日，小杨和女朋友

订完婚没几天。 小杨的女朋友在宁乡工作，
这天他从长沙赶来宁乡看女友，顺路进了路
边的建设银行取钱。

柜员机的界面停留在取款选项上，小杨
很奇怪。一看插卡处，才发现里面还有一张
卡。很明显，上一名粗心的顾客取了钱忘记
了拿卡。小杨在触摸屏上按下了“继续”键。

柜员机的提示中有取款、查询项，小杨先按
了查询项，卡内还有14000元余额。他又按
了取款项，分10次取空了里面的钱。

在饭店被失主逮住
取完钱， 小杨照原计划前往女友家。才

过了一天的好日子，第二天傍晚，麻烦来了。
8月6日傍晚，小杨带着女友在宁乡县城

东沩广场吃晚饭。菜刚上来，一个妇女就冲
到桌前，一手扯着小杨，一手拉着他的女友，
声嘶力竭地招呼邻桌人帮忙报警，惊得众人
还以为是“小三”被捉了现行。

民警随后赶到。从妇女因兴奋而急促
的讲述中， 观众渐渐弄明白了事情的经
过：昨天下午，这名妇女在建设银行内的

柜员机上取钱。因为急，她取到钱后就离
开了柜员机，将卡落在了柜员机内。等她
出了银行大门后，手机接连收到十条银行
发来的取款信息。她才知道，卡丢了，卡里
的钱也丢了。

在银行保安的协助下，女人调看了监控
录像，将小杨盗取自己卡内存款的一幕记在
了心上，并报了案。巧的是，第二天傍晚，这
名妇女正好也来东沩广场吃晚饭。 一进餐
馆，她就看到了小杨！在确认了这名妇女讲
述的情况属实后， 民警马上将小杨行政拘
留，并移送至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小杨出生于一个干

部家庭，今年刚从大学毕业。照理说，他的经
济条件并不差，也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却为
何会“见钱眼开”，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呢？

“在询问中， 他表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觉得自己没有直
接从他人身上拿钱，不算偷。而且犯案前后
的侥幸心理很强，觉得不会有人知道。”检察
官表示，这名毕业于湖南某知名大学的大学
生的法理意识让他感到震惊。

因为一时的贪欲，刚订完婚的小杨将
面临牢狱之灾。如果法院最终接受宁乡县
检察院起诉书中的建议量刑，小杨将被处
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
金。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柴婧峰 宋一异

湘江长沙段的15个江心洲里，长沙
县暮云镇兴马洲上住的人或许最多：
1423人。这座不设防的洲曾几次被洪水
淹没， 岛上人依赖这1.25公里土壤自给
自足。

很多人坐船来买黑山羊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

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记者刚坐摆渡船到
兴马洲上， 就听到几亩田外两位男女正

在对唱毛宁的《涛声依旧》。
兴马洲地里的白菜像受了鼓舞似

的，颗颗散开如簸箕大。折一段葱放在鼻
下，能闻到抚人鼻腔的香味。田里秸秆烧
出的烟在暮气中弥漫， 上十只黑山羊在
洲的东边觅食，每只身上都沾着苍耳籽。
岛上的人都说这里的土好，“种米都生”。

田如今荒着， 不愿被打扰的菜地用
木栅栏围起， 没被圈起的土地都是黑山
羊的乐土。黑山羊是兴马洲特产，一斤四

十多块钱，有许多人开车坐船来买。

环堤岸建起独栋别院
兴马洲如今是一个村， 分9个自然

组， 有328户1423人， 原是座不设防的
岛。1994年发大水时兴马洲被淹得不见
顶，后来才把四周堤岸加高三四厘米，现
在可抵挡40年一遇的洪水。洲上房屋依
着堤岸而建， 各家门前都放着一个可降
解垃圾桶， 若院里收拾得更干净会被贴
上“清洁之家”小标签。

房屋基本都是独栋别院，白墙砖红
屋檐， 块块材料都是用船从外面运来。
因为洲上在建沪昆高铁跨湘江桥墩，带
动洲上新开的两家卡拉OK包厢， 一个
包厢80块钱，能从吃晚饭时间唱到第二
天清晨。

“别看我们偏僻，住的人都好富裕。”
村里会计曾说， 她把钱用古董坛子埋在
地下，拿出来还有一股霉味。

据说要开发成农家乐
“洪湖落业，插草为标。”四组组长李

建平今年50岁，生于洲长于洲。听祖辈
说，从朱元璋时代起，江西人迁徙至此再
安家定业。原来有黄李邓项四大姓，百年
过去，现在姓李的占到80%。

兴马洲上东边和西边各有一个码
头，摆渡船定点发班，是洲上居民进出的
唯一交通工具。李建平说，洲上两天不关
门，摩托车放在外面也不担心被偷。

“西边是昭山风景名胜区和九华金沙
滩，东边是暮云镇，都在发展。”李建平已经
预想到不会永远在洲上住下去， 早几天
村干部开会， 说有个台湾人准备买来做
农家乐。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叶冰

除了橘子洲和月亮岛，长沙至少还有13个江心洲：甑皮洲、洪家
洲、蔡家洲、冯家洲、香炉洲、龙洲、柳叶洲、傅家洲、柏家洲、无名岛、巴
溪洲、鹅洲、兴马洲。明年底，望城区蔡家洲的湘江长沙综合枢纽蓄水
后， 一些江心洲将永沉江底， 另一些则将被开发成各具特色的旅游景
点。今起，本报记者带您走访几个江中岛，逐一领略小岛风情。

在
河
之
洲

别人取钱忘抽卡，他顺手套走万元
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念之差涉嫌信用卡诈骗被起诉

兴马洲的居民最多：1423人
这里的特产是黑山羊，这里的土壤“种米都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