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6日, 记者从长沙市中心医院
急症科室了解到，这几天气温骤降，医院
接诊的晕厥患者激增，“每天至少有二三
十人，以老年人居多。”该院医生介绍，大
部分晕厥患者都是由高血压、 心血管疾
病引发所致。

“晕厥是大脑一时性缺血、缺氧引起
的短暂的意识丧失，比较常见。”长沙市
中心医院医师周世方说：“饥饿、炎热、久
站、憋尿等行为都有可能诱发晕厥，晕厥
发作的先兆一般伴有面色苍白、 呼吸困

难、恶心等症状，在出现这样的状态时立
即平躺和避免可能致伤的活动。”

同时， 省脑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卢
腾提醒广大老年人，冬季室外气温低，血
管处于收缩状态，老年人在剧烈运动后，
血管扩张，心率趋于不平衡，容易导致心
血管疾病的复发。卢腾说，老年人运动的
程度不能过于剧烈， 运动时如出现心跳
骤然加速、头晕等不适症状，必须立即停
止运动。

■记者 王智芳 王为薇

本报12月16日讯 12月15日，福彩双
色球第2011145期衡阳的大奖得主陈先
生（化名），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省福彩
中心领奖。 他手中的7+2复式票中了1注
一等奖、1注二等奖、6注三等奖、6注四等
奖，共获奖金723万余元。据悉，12月11日
晚，福彩双色球第2011145期开奖，单注
奖金710万余元，我省长沙、衡阳彩民各

获其中1注。
开奖的第二天， 陈先生通过上网查

询得知自己中了一等奖。随后，陈先生赶
紧打电话把中奖消息告诉正在上班的妻
子，起初妻子并不相信他中了大奖。不得
已，陈先生只好赶到妻子的单位，给她看
中奖彩票，并打开网站核对开奖号码，他
妻子这才信了。 ■通讯员 张越

衡阳彩民领走双色球723万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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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6日讯 检查女儿作业时，妻
子朝女儿发了火。丈夫不满，给了妻子一耳
光。双方由此发生争吵，拉扯中，一把水果
刀刺中丈夫的心脏……提起这起家庭悲剧
（详见本报12月16日A06版）许多人都扼腕
叹息。同时，当夫妻两人在教育子女上有分
歧时， 该如何处理也成了众多读者关注的
话题。

严与慈，紧与松，每对夫妻各自教育孩
子的方式都不可能完全一致， 其中的差异
难免使夫妻间产生分歧。 小则影响孩子成
长，严重的甚至可能诱发悲剧，如何平衡，
如何化解？ 中南大学心理学专家郭平博士
给为人父母者提出了四点建议：

1、孩子教育必须夫妻统一意见。如果
妻子要向东，丈夫要向西，会使孩子的思维

产生分裂感，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
2、谁固执谁先教，对方教不好你再教。

避免在同一时间用不同的方法教孩子。
3、锻炼处理冲突的能力。幸福夫妻和

危机的夫妻， 冲突和吵架的频率是没有差
别的。 但幸福的夫妻比危机的夫妻多了一
种处理冲突的能力。

4、夫妻间多增进情感交流，在教育方
式上相互理解。多关注对方的内心体验，从
对方的角度看问题、 体验问题。 看相同的
书，听相同的课，一起参加家长会都是好办
法，慢慢的两个人的看法就会趋向一致。

读者朋友，如您还有其他好的建议和经
验， 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或登录三湘都市报官方微博跟我们说一说。

■记者 龚化

12月16日中午，株洲县洲坪乡一家私
人茶油厂在炼油时发生爆炸，当场导致4人
死亡。

记者在爆炸现场看到， 这原本是一栋
家用的土砖平房， 爆炸后引起的坍塌导致
该平房面目全非。 事发时间是中午11点左

右， 现场还遗留了榨油机和气压表。
据附近居民介绍， 这里是一个榨茶籽

油的家庭作坊， 当天上午， 作坊里共有5
人。爆炸发生后，有4人当场死亡，还有1人
重伤， 已经被送往株洲县医院进行抢救。
死者中，有一人是该栋房子的男主人，年纪

大约60岁。
警方在现场四周拉上了警戒线， 进行

调查取证。经初步推断，爆炸原因是由于锅

炉气压过大引发， 具体原因还在进一 步调
查中。

■据经视新闻

私人榨油厂爆炸4人遇难
事发株洲县洲坪乡 仍有1人重伤

“乒乓老将”猝死的哥身旁
调查：多数的哥不知急救 提醒：老人冬季运动勿过量

“他摇上车窗就不做声了，我怕他要
睡觉，一路连广播都没敢开，没想到人在
车上出事了。”12月16日早上7点多，长沙
的易的哥将当天的第一名乘客送到目的
地时，发现乘客没了呼吸。

上车十多分钟后乘客没呼吸了
16日早上7点10分，刚刚接班的易的

哥行驶到广益中学附近， 见前方一名老
大爷招手，易的哥“嗖”地将车停在了老
大爷身旁。

老人钻进的士的副驾驶座， 对易的
哥说：“到神农大酒店。”当时，副驾驶位
的车窗是开着的。 大爷匆匆将车窗摇起
后便闭上双眼一语不发了。

见老人打着盹， 易的哥连早高峰的
路况广播也没敢开。14分钟后，的士停在
了神农大酒店门口。

“爹爹，神农大酒店到了。”易的哥将
计价器打成“空车”标志，扯下的士票，并
试图喊醒老大爷。然而，呼喊几声都不见
老人回应， 将手靠近他的鼻孔一探，“没
呼吸了。”

运动过度与早起疑是猝死诱因
易的哥不敢妄动， 先拨打了110报

警， 随即将车掉头驶向不远处的省脑科
医院。赶到医院后，易的哥将自己的驾驶证
和行驶证交给前来接诊的急诊科医生，“我
告诉医生，这位乘客睡着睡着就没了。”

急诊科主任卢腾接诊后表示， 老人
已经死亡，“根据家属反映， 死者患有脑
溢血和高血压， 初步判断为脑溢血突发
致死。”

老人姓徐，今年63岁，老屋就在神农
大酒店附近一公司宿舍内。据悉，当天老
人起得很早， 从广益中学附近的新家打
的赶往老屋。

徐大爷的一名老同事分析， 前一天
晚上运动过度和当天起得太早可能是导
致老人猝死的诱因。“他患有高血压和脑
溢血，但又很喜欢打乒乓球，过几天要参加
一个比赛，昨晚上练了几个小时，可能运动
强度大了点，人兴奋了。加上今天又反常地
起了个早床，急匆匆出门便出事了。”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梁颖

记者对市内星城、鹏程、蓝灯和新
里程4家的士公司进行了走访， 然而，
没有一家公司表示对的哥进行过系统
的急救常识培训。在记者随机采访的8名
的哥中， 仅有一人表示公司组织过急救
常识的培训，自己大概明白胸外按压、人
工呼吸的急救方法。 如果遇到乘客突发
疾病，8名的哥均表示，他们最先想到的
就是打110、120， 随后再将患者送往医

院，“即使懂急救，也不敢救，怕出意外
啊。”

对此， 长沙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处
副主任成明坦言，长沙市拥有25家的士公
司和8家公交公司， 但这么庞大的一个行
业，急救常识培训还很欠缺。 针对客运司
机急救常识缺乏的现状，成明表示，今后
会协调急救专家对司机进行培训， 并将
急救培训纳入岗前培训的范畴。

多出租车公司未进行急救培训
遇突发情况众多的哥不知救人

提醒

医院晕厥患者激增，冬季运动有讲究

《教女引发夫妻争吵，丈夫被刺倒》后续

教育子女有分歧，谁说了算
你有什么好建议和经验，致电本报说说看

12月16日，长沙市北正街，车窗上挂萝卜，还以为是新的流
行时尚，再一看车里全是白萝卜，原来车主是以车为店，车窗上
挂萝卜作商标。 记者 龚磊 摄

调查

“萝卜招牌”

候廷翰老人是我国医药界传奇人物，祖籍云南,行
医 70年，现年 96岁，治疗患者数十万，其中，既有学界
精英，艺术名流，也有国际友人，其治骨医术远播海外。

2004 年 8 月 9 日，“感谢您 - 骨圣侯廷翰” 发布
会在京召开，准字号产品：“仙草活骨膏”全面推向市
场， 诚信治疗无效不花冤枉钱的医疗理念拉开了序
幕。 有许多患者原来打算做手术，结果用候教授研制
的“仙草活骨膏”治疗 2-3 个疗程后，CT 复查，病灶
奇迹般消失了。

准字号产品：“仙草活骨膏”专门针对腰椎间盘
突出、颈椎病、骨质增生、椎管狭窄，椎体滑脱等顽症
不管病情有多重、病史有多久,只要关节还能动弹，用

“仙草活骨膏”就有康复的希望。
侯教授认为：常规疗法墨守陈规，把所有骨病都

当作风湿病用活血化瘀之法来治，没有抓住问题的本
质。“仙草活骨膏”突破了原有的治疗理念，针对骨科

疾病的深层原因研制而成，通过激活肾骨酶的产生，快
速钝化骨刺， 修复破裂的椎间盘， 激活骨质的新陈代
谢，旧骨换新骨，迅速解除颈腰腿疼痛，急性发作期，一
般数日就可恢复正常生活…手术失败者也有奇效。

准字号产品“仙草活骨膏”特别适用于颈椎病、腰间
盘突出、椎管狭窄，骨质增生、椎体滑脱、股骨头坏死。

健康热线：0731———89871315����89908599
长沙专销地址：养天和星诚大药房（劳动西路东塘西
大华宾馆对面）：海川新特药店（人民中路湘雅附二院
斜对面长沙电影城楼下）
株洲：电话 28525899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株洲市
建设中路浩天宾馆对面）
湘潭:电话:58560560贵富康药号（湘潭市建设北路一
中新校门对面）
岳阳：岳阳市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奇方良药“专治”颈、腰椎病
庆新年买 5 送 1、10送 5、20送 15 赠品有限，莫失良机。

都市快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