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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车内有小偷，轻轻一按能报警
株洲一干部发明公交语音防盗报警器，全国招募免装试用
本报11月23日讯 “一旦发现有人扒
窃，只要按一下座位底下的按钮，警报就会
响起。”今天上午，刘放向记者演示他的公
交语音防盗报警器。 他想通过本报向全国
发布“招募令”，免费提供三台报警器试用。

新发明获专利证书
刘放 是株 洲 市 烟 草 局 的 一 名 普 通 科
员，2009年的一天，他乘坐公交车时，一个
小伙子好心提醒一名妇女有人扒窃， 结果
小伙子被小偷打了一顿。刘放想：为何不设

与主机和车厢喇叭配套连接。 乘客一旦发
现扒手作案，只需轻轻按一下遥控按键，车
厢内的喇叭便会即时发出清晰、 响亮的警
笛声（两秒时间）和报警语音：“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请各位乘客看管好自己的随身
物品、 请各位 乘客 看 管好 自己 的 随身 物
品。”

计一种装置， 能隐蔽地提醒或报警保护好
心人呢？
几易其稿，设计图终于成功，在朋友的
帮助下， 一套公交语音防盗报警器终于摆
在了刘放的面前，并在当年获得了《公共客
运车和轨道客运 列 车车 厢防 盗 语音 报警
器》的专利证书。去年9月，在长沙望城举办
的创业创意大赛中，该项目获得第一名。
刘放介绍，该专利产品主机体积小，安
装非常简便。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车内座
位隐蔽处统一安装一无线遥控按键， 按键

效果明显无奈推广受阻
产品出来后， 刘放曾与某市公交公司
取得联系，将产品上车试用，效果良好，但

事后却没有下文。“按成本价，每套要收500
元，公交公司不愿出这笔费用。”刘放认为，
这就是公交公司拒绝他的原因。
“但我的产品确实对市民出行安全有
帮助，我不想让它就这么埋没了。”刘放并
不灰心，他表示，愿意免费提供三台试用，
“大家知道了它的好处就不会拒绝它了。”
若有公交公司对此感兴趣， 可拨打本
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或直接联系
刘放：13973383899。
■记者 李永亮

“她太小了，还没睁眼看看这世界”
早产三胞胎只剩一个，父母举债20万元：不忍心放弃她
本报11月23日讯 今日上午，一名来
自益阳沅江的三胞胎母亲拨打本报热线求
助：“我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 只剩下最后
一个希望，求求你们救救她，她太小了，还
没睁开眼看看这世界。”
母亲叫张卫红，今年31岁。今年9月16
日， 她的三胞胎宝宝在益阳市中心医院陆
续艰难出生，两男一女。由于比正常的预产
期提前了3个月， 早产新生儿的身体极度
虚弱， 平均体重还不到900克。 更要命的
是，新生儿出生后不久，肺部就遭到感染，
被紧急送往省儿童医院抢救。
“出生第二天， 老三就走了。” 张卫红
说， 当时她还在益阳住院，“老公在电话里
说了句‘老三走了’就挂了电话，我知道他
肯定躲在电话那头哭。”两个月后，三胞胎
宝宝中的老二也离开了人世， 夫妻两人在
病房外哭得抱成一团， 他们甚至还来不及
抱抱自己的两个儿子。
张卫红的老公老杨今年45岁，沉默寡
言，中年得子却突遭变故，老杨的神情显得
有些悲苍。他告诉记者，妻子很爱小孩，怀
孕6个多月时，妻子出现宫缩早产的迹象，
老杨带着她来到条件较好的益阳市中心医
院安胎，为了让小孩在肚子里多待几天，张

卫红仰躺在床上， 头下脚上， 不让宫口受
压。 即使脸憋得通红， 不能睡觉也不能乱
动，她还是坚持了三天。
现在， 仅剩的老大成了夫妇两人唯一
的希望。 据主治医师杨慧说，“老大现在是
危重病儿，肺部感染很严重，之前只是带无
创呼吸机，现在有创呼吸机还摘不下。氧浓
度稍微一降，她的血氧浓度就会走低，能否
存活下来是0和100%的问题，就看她能否
撑过来了。”
前天上午， 夫妇两人接到了小宝宝的
病危通知书。 张卫红的眼泪漫了出来：“她
就躺在小床上，一身的针孔和淤块，连给她
打针的护士看了都掉眼泪。 我是真不忍心
放弃她。”两个月来，为了挽救三胞胎姐弟，
张卫红夫妇花光了十多万的积蓄， 还举债
近二十万。目前，光老大一天在医院的治疗
费用就高达2000余元，一家人举步维艰。
■记者 龚化

11月21日下午，省儿童医院，张卫红盯着液晶屏上大毛的影像，泪水直流。

互动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愿意献出爱心，
请拨打本报热线0731—84326110，让我
们一起帮帮这个可怜的早产儿。

特效国药专治泌尿系统疾病
林碧莎十三味胶囊全面打破传统治疗方法
泌尿疾病 1 盒见效，只需 45 元

省内速递

湘潭教练车明年全部“穿校服”
本报11月23日讯 从现在开始， 湘潭
市交通局驾培处开始对全市所有驾校的教
练车按校统一车身底色，明年年底前完成。
湘潭市目前共有29所驾校，注册的教
练车872台。市交通局驾培处表示，每个驾

校的教练车统一颜色，就像穿上了自己学
校的“校服”。市民根据车身颜色就可判断
教练车所属驾校，方便对违规驾培行为进
行监督，防止黑教练车影响行业秩序。
■记者 刘晓波

邵阳11名农村先心病儿获免费救治
本报11月23日讯 今日，6岁的衡衡
躺在邵阳市中心医院心胸外科病床上，一
点看不出昨天才做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父亲紧紧拉住院长张国华的手连声道谢。
今年11月初，邵阳市中心医院的医疗
队到村里为儿童免费体检，并宣传“湖南农

村农合儿童先心病免费治疗”的政策，。11
月15日， 衡衡被接到医院，22日实施了先
心病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据悉，衡衡是该院免费救治的第11例
农村先心病儿童，之前手术的10名儿童都
已痊愈出院。
■记者 陈志强

湖南最高风力发电测风塔在炎陵建成
本报11月23日讯 今天下午， 中国风
电集团长沙分公司在炎陵县顺利安装风力
测风仪器， 此举意味着湖南海拔最高的风
力发电项目——
—神农峰风场开发项目正式
进入开发阶段。
湖南神农峰位于湘赣边境地区， 此次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为什么服用“林碧莎十三味胶囊”会获得终生免疫？
在美国市场“林碧莎十三味胶囊”采用“不试不卖，试后才卖”的方针开拓市场，因疗效显著，而大受青睐，
各大医院、医药集团争相订购。 在短短的 3 个月“林碧莎”就率先通过了美国 FDA 认证，成为美国市场的特效
新药，被列为全球泌尿疾病首先用药。
“林碧莎十三味胶囊”应用先进的生物工艺，精选优质原料，最大限度保留药物活性，突破性提取有效药
物成分，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肠胃吸收，而且能够通过血液的微循环，把药方快速带入到病灶深处的毛细血
管内，对隐藏在毛细血管内的病毒进行完全杀灭，起到全面快速治疗的作用，服用“林碧莎十三味胶囊”后体
内后会产生免疫记忆力抗体，出现医学界特指的“种痘效应”从而使人体获得免疫功能。 不复发，真正实现了
标本兼治，是世界性医学难题的重大突破。
纯天然免疫生物活性制剂，药效威猛，两小时排毒服用当天见效，一般患者仅需一疗程，反复发作久治不
愈的患者只需 3-4 疗程完全治好并产生抗体，获得免疫，不再复发。

零风险购买 让所有患者见证 专家咨询：
试服 1 小盒无效，全额退货 0731买

建成的测风塔高度2203米，是湖南海拔最
高的风力发电测风塔。 神农峰风电场面积
20多公里，设计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总投
资10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为长沙、株洲、
衡阳、郴州市提供丰富的清洁能源。
■李永亮 通讯员 颜小平

株洲5名交警退出“涉交”经营
本报11月23日讯 株洲芦淞交警大队
今透露， 自今年4月开展"涉交"专项整治
行动以来， 该队先后有5名民警主动退出
影响交管公正执法经营活动。芦淞交警大
队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大队还将采取明

记者 王立三 摄

10 赠 2 盒

买

20 赠 5 盒 89875068

林碧莎十三味胶囊适用人群：

1、泌尿系感染：支原体、衣原体（非淋菌性尿道炎、阴道炎）尖锐
湿疣、生殖器疱疹、睾丸炎、附睾炎、包皮炎、龟头炎、尿道炎等泌尿系统
感染。
2、妇科系感染：附件炎、外阴瘙痒、阴道炎、膀胱炎、盆腔炎、宫
颈炎、外阴湿疹、宫颈糜烂、有腥臭味、白带多等妇科疾病。
3、前列腺感染：尿急、尿频、尿痛、尿后余沥、尿短赤排尿困难、
淋漓不畅、小腹胀痛、会阴疼痛、增生、肥大等前列腺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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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暗访的方式，就交警及亲属是否还存在
“涉交”问题进行集中治理，一经发现，严
肃处理。 市民也可拨打0731-28687021、
28687061进行举报。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胡胜兰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指定经销：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旁）、平和堂药号、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红星
步步高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超市内）、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南门口好又多超市药品
柜、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楼楚济堂大药房、河西康寿大药房 星沙：新一佳楚济堂大
药房 望城：九芝堂康民药店（电力局对面） 宁乡：神洲大药房 浏阳：长寿大药房（北正中路 7 号）株洲：健康
堂大药房（贺家土）、平和堂药品柜 湘潭：福顺昌医药堂总店（基建营步步高斜对面）、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
设南路华宇大酒店南侧） 衡阳：康泰大药房（珠晖区东风路一号） 益阳：平和堂药店（陆贾山庄门面） 常德：
瑞康大药房（桃林宾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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