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小学晨午检严防手足口病
孩子发热别马虎 发现病例可停课10天

本报5月15日讯 电视剧《步步惊心》
里，女主角在后宫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
会前功尽弃。在长沙市一处工地里，工人
们也即将上演“步步惊心”———

湘府路湘江大桥下个月上跨京广铁
路，他们每天只能抽空干1个小时活，还不
能让一颗石子落到铁轨上，否则会导致全
国最忙铁路线瘫痪。

每天为何最多只能施工1小时？
它要跨过中国最忙的铁路

湘府路湘江大桥西接坪塘大道，东接
湘府西路。记者站在河东工地，在不到5分
钟时间里先后见到四列火车呼啸而过。

京广铁路是中国线路最长、运输最为
繁忙的铁路。 湘府路湘江大桥长约2600
米，其中有70米要在京广铁路上方跨过。

想要在京广铁路上施工可没那么容
易，项目部拿到广铁集团的批文就花了一
年多时间，批文许可每天最多施工1小时。

怎样做到不掉一颗石头？
先把桥造好，然后推过去

时间紧迫，项目部想了个办法，先把

这段70米的桥梁在地上做好，再用顶推的
办法从京广铁路上推过去。 假设1个小时
可以往前推6米， 半个月内能把桥面推到
位。

桥面离下方铁轨只有9米， 中间还有
2.7万伏铁路高压电线，万一工人们不留神
落个石子儿在铁轨上，全国铁路系统就要
瘫痪，这责任谁都担不起。

项目部准备动用防电棚技术： 先在铁
轨上搭一个绝缘防电棚，把高压线挡在下
面，再把桥面搁在防电棚上一起顶推。中铁
二十五局项目经理胡仕说， 这是个“精细
活”，所幸之前在别的工程中实施过。

“跨线大戏”何时上演？
下个月跨京广铁路，年底通车

京广铁路两边，工人们正在做桥墩，等
桥墩做完后便可做桥面等， 桥面将在6月
底被推向京广铁路上方。

更多的工人在建大桥东岸的圆圈匝
道，湘府西路、新开铺路与湘江南路之间的
车辆可通过这个圆圈互通， 大桥还有三处
可供行人上下桥。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唐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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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值装修高峰期，正值万家丽“十
年大庆”、“你购物我买单，一等奖最高可获
20万现金返还”的购物中巨奖等活动之际，
最具规模的国际精品衣柜洁具门窗 5月 10
日至 28日在万家丽激情上演。 据悉自即日
起万家丽万家丽全国最大室内实木吊顶、实
木门业城、红木，实木家居生活体验馆（万家
丽五楼）和全国最大的铝型材（塑钢、阳光
房）门业城、衣柜城（万家丽三楼）、洁具城
（万家丽二楼） 以及所有与之配套的经营项
目：五金、墙纸、布艺、新型墙体艺术涂料都
将参与此次活动其目的在于引导家居建材
实现最直接的历史以来最低价销售活动。

规模最大的展示会
据悉万家丽是业界首家以实样间的形

式打造国内室内门业城的堪称业界首创。
其门业城规模日益壮大， 万家丽通过最近
一次大规模的全新升级后， 是门业城的规
模和档次又踏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其规模
从原有的 11800 平米扩展到了 30000 余平
米，涵盖了国内最大的室内实木门业城（含
入户铜门、不锈钢门、钢木防盗门）和红木、
实木家居生活体验馆和全国最大的铝合
金、塑钢、阳光房门业城、衣柜、墙纸、新型
墙体印花涂料、五金、布艺城容纳了业界所
有顶级知名品牌的约上万种商品， 且此次
全新升级后市场还将门业产品根据产品材
质和风格进行了严格的分区， 达到了既集
中又上规模的最佳效果。 装修精美的样板
间就近千余个，并按用途进行了区分。这样
合理的布局让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是应有
尽有并且只要到万家丽一看， 就可以预先

感受到自己家里装修后的效果。

种类最齐全的展示会
据介绍， 此次展示会囊括了业界所有

的种类，品牌集中、品种最全，如从门的形
式分囊括了推拉门、平开门、折叠门、自动
门、地弹门、隐形门等六大类；从门的材质
而言，囊括了实木门、原木门、铜门、铁艺
门、玻璃门、塑钢门、铝合金门、以及人工合
成的密度板门等等八大类； 从门的用途囊
括了防盗门、隔断门、衣柜门、窗门等等四
大类， 换而言之此次展示会可以消费者提
供所有所需要的门。这些门的设计、选材和
制作、 以及配件都蕴涵了相当的科技含量
在其中， 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
的进步和生活需求的多元化。

最实惠、最快捷、让利幅度前
所未有的展示会

据万家丽相关负责人介绍，考虑到“购
物返点” 等让利形式手续繁多且持续时间
不长，导致消费者过度集中、排队时间长，
给消费者带来不便。 所以万家丽这次要求
万家丽所有门业城、 洁具商户一律实行直
接让利。 要求每个产品 5 月 26、27 日集中
最低让利幅度不得低于 15%。 同时，此次展
示会参与商家不仅仅只是门业区、 洁具城
的各大经营品牌，同时与之配套的五金、墙
纸、布艺等经营项目也一并参与，其让利幅
度与门业城、洁具城大有一争高下之势，要
与门业城、门业城平分秋色。 据初步统计，
此次特价累计达超过了近万余款， 特价让
利幅度之大也是再次打破历史记录， 再次

打造前所未有之高峰。在现场，记者看到一
些经营品牌特价产品达到超六款之多，看
来万家丽此次展示会活动主导的“总有一
款特价适合你”绝非一句空话。正在万家丽
购物的仕嗲喜笑颜开： 都说家庭装修肯定
要超预算， 现在看来未必， 我仔细看了一
下，我想要买的东西都有特价，陶瓷、洁具、
木地板、橱柜、厨卫电器，门业、五金、墙纸、
集成吊顶、家具都将会举办大型促销活动，
我原本估计 10 万的装修现在应该控制在
7.5 万左右了就够了，保守估计光材料成本
可以节省 2.5 万左右。 这些活动的同期举
办旨在打造的千万让利绝非空穴来风，而
是实实在在的前所未有的让利！

全市最低价上的展示会
一直以来， 万家丽全体入驻品牌就向

社会公开承诺： 万家丽各展厅销售的同品
牌、同规格、同质量商品同时期内其成交价
不高于长沙市内其它任何经营场所 (含特
价、团购价、促销、处理商品及其他市场返
现金，“零利润” 以及家装公司的套餐价和
家装公司所展示的所有商品)，消费者发现
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商品在万家丽购买
的价格高于其它经营场所的， 消费者可凭
其它购买点发票及万家丽市场统一购物凭
证，向万家丽售后服务部举报，经市场派员
核实后， 除返还差价外按差价的十倍予以
赔偿，并给予 5000元现金奖励。“这一次为
迎十周年庆典而举办的‘国际精品衣柜、洁
具、门窗节’的活动是在全市最低价的基础
上进行”。 万家丽负责人称。 在全市最低价
承诺基础上万家丽举办每一次促销让利活

动，是万家丽十年来坚守的原则与承诺，对
特价商品， 万家丽价格调查管理办公室工
作人员还将进行全面把关， 以确保其真正
对消费者的让利幅度。

同期举办你购物，我买单
为迎“万家丽十周年” 庆典凡 1 月 8

日———5月 28日在万家丽购物者均可参加
此次购物中巨奖活动。奖项设置为：一等奖
3名， 各奖 20万元以下单项商品购物款全
额返还；二等奖 10 名，各奖美元 500 元整；
三等奖 20 名， 各奖现金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00 元）；幸运奖 40 名，各奖现金人民
币 500.00元整。

据悉， 凡在此期间在万家丽购物的消
费者，均有机会获得以上奖项，原参与了洁
具、 木地板购物款返还的消费者还可以参
与万家丽“你购物我买单”的中奖活动。 消
费者凭经营者开具的万家丽统一购物凭证
到大厅银行加盖“万家丽集团家居建材广
场———售后服务专用章”，领取奖券，凡购
物金额满 1000 元则获取奖券一张，满 2000
元获取奖券两张，依此类推。所有奖项均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点整准时当众抽
奖产生。 为保证活动的真实性、公平性，中
奖者如不在现场或领奖手续不完整的，则
抽出的奖票作废，重新当众抽出新号码，直
至由到达现场的消费者被抽中为止， 同时
如有重复中奖者均只能保留一次领奖机
会，即只能兑领一份奖品或奖金。本次活动
将由芙蓉区公证处公证，相关媒体报道，由
特邀嘉宾及现场消费者从抽奖箱内当众抽
出中奖消费者。 ·盛平·

最具规模的国际精品衣柜洁具门窗展示会正在万家丽盛大举办
———数千款特价商品历史以来最低价销售

修“最精细大桥”不能掉一颗石子
湘府路湘江大桥下月上演“步步惊心”：每天只能抢工1小时，若失误可能中断京广线

“黑心”幼儿园垫了一年黑心棉

长沙市湘府路湘江大桥全景效果图。

本报5月15日讯 去年用黑心棉，今年还在用！“黑心”的绿
桥艺术幼儿园坑的都是孩子。

15日上午，在长沙路桥小区的绿桥艺术幼儿园，省纤维检验
局的执法者在该园再次查出存在“黑心棉”垫被。

“孩子的垫被里有好多杂质！”在小朋友休息室里，省纤检
局纤维制品科科长夏昌德拿着一团棉花说。 刚从垫被里抽出
的棉花，细细看去微微泛黄，稍一翻动，灰尘翻飞，棉壳、纱线
头、下脚料等都出来了。

夏昌德说，去年纤检局组织检查时，该幼儿园使用的就是
这种“黑心棉”，纤检局要求其整改，还曾多次致电，“没想到今
年还是没换”。

面对执法者，幼儿园罗园长承诺，会在一个月之内更换垫
被。可为孩子换上好垫被，需要一个月吗？ ■本报记者

保护孩子

本报5月15日讯今日，省卫生厅、省教育厅下发通知，部分托幼机构
和小学出现聚集性疫情，现已进入疫情高发期。要求全省所有托幼机构
和小学要全面落实晨检(午检)制度，发现一定病例时，可采取停课措施。

通知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全面落实晨检(午检)制度、卫生消毒制
度、缺课追踪制度等各项防控措施。对精神萎靡、嗜睡等可疑患病的婴
幼儿和学生要及时送当地医疗机构检查，并通知家长。

通知指出，托幼机构、小学以班或宿舍为单位，一周内发现2例手足
口病例，或出现1例重症病人或死亡病例，该班和同一宿舍停课10天。托
幼机构、 小学一周内累计出现10例及以上或3个班级分别出现2例及以
上病例时，经风险评估后，全园、小学停课10天，完成终末消毒，并通过
卫生部门消毒效果评估达到合格要求后可申请复课。

4月份，我省报告手足口病例20078例，重症278例，死亡19例，报告
病例数比上月增加374.32%。该病流行高峰一般在5~7月份。托幼机构
和小学是儿童高度密集场所，若出现病例，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暴发或
流行。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叶俏华 吴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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