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看外观 煤气罐把手的护罩底部有3颗螺丝则是螺
丝瓶，应拒收并要求更换。

●二看铭牌 煤气瓶护罩上都有铝牌标志， 用户要拒绝
超期或标注不清的气瓶。

●三闻气味 在阀门密闭或正常使用时闻到刺鼻气味，
表明气罐有漏气，要送检。

三招识别煤气瓶是否合格
本报6月5日讯 发现家中的

液化气瓶漏气， 找来工作人员检
查， 谁料检修中液化气瓶发生爆
炸， 用户杨勇当场被炸得面目全
非，后被鉴定为六级伤残。事后检
查发现， 爆炸的液化气瓶是国家
明令禁止使用的“螺丝瓶”。一气
之下， 杨勇将液化气瓶商家长沙
百江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告上法
庭，索赔15万元。今天下午，长沙
市岳麓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漏气“螺丝瓶”炸残用户脸
今年1月17日，长沙县金井镇

拔茅田村。
早上9点，不少居民还在忙着

做早餐。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大伙吓得赶紧跑出了家门。 只见
村民杨勇家中火光冲天， 走近他
家一看， 只见杨勇痛苦地躺在地
上打滚， 地上躺着的还有一名穿
工作服的人。

“家里的液化气瓶有些漏气，
百江燃气工作人员上门检查，还
没检查完，我们就被弹出好远，等
我忍着痛擦拭脸上的灰尘时，手
到之处皮肤像墙灰一样全部脱

落。”由于脸被烧伤，平时都不敢
见人的杨勇在电话中接受了记者
采访。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近半
年， 杨勇脸部的皮肤也已经“换
新”，但他却再也没有以前的俊秀
模样，烧伤过的地方都成了黑色。
他告诉记者“法医鉴定说我这已
经是六级伤残了”。

看一眼就称“瓶不是我们的”
在下午的庭审现场， 杨勇并

没有出现。 他的哥哥告诉记者：
“从那以后， 他就很少出门了，只
是委托律师要求判百江燃气赔偿
包括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在内
的150572元。”

庭审中， 原被告双方各自提
交了证据， 也各自拿出证据来反
驳对方，庭审有序地进行着。直到
杨勇的代理律师要求搬出炸伤他
的液化气罐作为证据提交， 法庭
开始躁动起来。

法警将“螺丝瓶”液化气罐搬
上法庭， 被告长沙百江能源实业
有限公司出庭代表喻旭龙看了一
眼后说：“这个不是我们公司的燃
气罐。”原告代理律师证实该“螺

丝瓶”确实来自百江公司，法官也
认可后，喻旭龙则回应：“这也不能
证明就是发生爆炸事件的那只。”

由于原告提交的鉴定标准为
职工伤残鉴定，不符合该案，法官
表示在重新做出鉴定后将再次开
庭审理。 ■记者 周红泉 王智芳

见习记者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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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6月5日-6月30日 电话：0731-88611120�
活动期间：检查费、治疗费优惠20%�
网络咨询：www.hngc120.com�
地址：长沙市梓园路377号方泰医院（广济桥旁）

很多人认为痔疮患于不雅之处，不好意思求医问药。特别是女性，
讳疾忌医耽误治疗，不把痔疮当回事，认为治不治没关系，以致轻病变
重，小病变大，诱发或加重其他疾病。如长期便血，虽然每次出血量不
多，但日积月累，导致人体慢性贫血，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目前本院开展美国PPH技术，采用的是“下病上治”的治疗方式，消
除痔疮，一步到位。整个手术过程由电脑精密控制，手术后患者几乎没
有疼痛的感觉。由于手术既切除了直肠黏膜脱垂带，又阻断了直肠末
端动静脉的终末吻合支，消除了痔疮发生的根源，对混合痔、环状痔、
严重痔脱垂、脱肛等都有着非常理想的治疗效果。具有术后见效快、恢
复快、无痛苦等特点。

长沙方泰医院肛肠治疗中心邀请多名肛肠病专家，组成强大的医
疗阵容，率先引进美国全电脑肛肠治疗仪及直肠检测设备，能准确诊

断各种肛肠疾病，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对内
痔、外痔、混合痔、脱肛、肛裂、肛周脓肿、肛乳头肥大、肛乳头瘤、高低
位瘘管、直肠息肉、肛门湿疣等肛肠疾病，能在数分钟内让它自动干
枯、脱落，无论病情轻重均可一次性治愈。该技术具有不开刀，不住院，
不复发，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等特点。(由男女专家亲诊)

6月5日-6月30日特邀肛肠界名医专家来院举行免费普查会诊
治痔疮 找方泰一“痔”了之

●痔疮的概念：医学所指痔疮包
括内痔、外痔、混合痔,是肛门直肠底
部及肛门粘膜的静脉丛发生曲张而
形成一个或多个柔软的静脉团的一
种慢性疾病。

●痔疮的症状：痔疮最主要的症
状是便血和脱出，大便时反复多次的
出血，会使体内丢失大量的铁，引起
缺铁性贫血。

●痔疮的危害：有痔疮不治疗,很
容易造成肛周脓肿或肛瘘的情况,那
样就增加治愈难度.长期便血则可引起
贫血、头晕、目眩、气喘、心悸、乏力等
各种慢性疾病，甚至引发（直肠癌）。

Changsha�Fangtai�Hospital
方泰医院肛肠科 医保定点单位·全年无假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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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罐家中爆炸业主落残
百江公司被告上法庭 记者调查：明令禁止的“螺丝瓶”该公司还在用

“螺丝瓶”是指护罩(即常见的钢瓶“把
手”) 用螺丝连接到瓶体的液化石油气钢
瓶。 因有安全隐患，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螺丝瓶” 必须退出市场。2011年6月14日，
长沙市政府发布通告明确表示，严禁任何
单位和个人非法将报废“螺丝瓶”私自改装
后继续充装使用。然而，6月5日，记者以消
费者身份致电长沙市百江燃气要求送气，
工作人员就明确表示“螺丝瓶”和“焊接瓶”
都有，并称可保证即便是“螺丝瓶”也是合
格的。对此，长沙县燃气热力管理局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采取措施，对继续充
装、使用过期“螺丝瓶”的行为进行查处。

记者调查

国家明令禁“螺丝瓶”入市
百江燃气客服称可“送货”

本报6月5日讯“您有未签收的邮政
包裹，涉嫌运毒，请与客服联系！”今天上
午，长沙市民李女士接到一条短信，看到
“贩毒”两字，她就懵了，按短信提供的号
码拨过去， 对方称包裹涉毒已移交缉毒
队，给了李女士一个缉毒队的号码。“缉
毒队不听我的解释， 又要我和公安核
实。”随着接线电话不停的转换，李女士
对包裹藏毒一事深信不疑。“最后说我身
份信息可能被盗用。” 李女士长嘘一口
气，终于澄清了。“身份被盗用，银行存款
有风险请汇款到安全账户。”骗子终于露
出了真面目，李女士听到汇款二字，终于
警觉了，这是个骗局。今日下午，李女士
向记者展示了这条信息，记者拨打了短
信中的电话号码，但显示对方已关机。

■见习记者 曾韧

本报6月5日讯 按常理，敲
诈他人钱财一般针对的是活人，
但有人却财迷心窍地打起了死人
的主意。6月1日下午，因偷盗他人
骨灰， 涉嫌敲诈勒索的刘某被常
德桃源警方依法逮捕。

痛失儿孙后骨灰又被盗
73岁的谢某是常德桃源县某

中学的退休教师， 儿孙满堂晚年
过得很幸福。 然而， 2010年农历
正月初五， 谢某的小儿子翦某一
家三口过完春节启程回长沙，在
路上发生了意外，翦某和其6岁的
女儿不幸身亡。

谢某老两口忍痛为儿子、孙
女办理了后事， 并在县城公墓买
了一块墓地， 将儿子和孙女合并
葬于公墓。不曾想，半年后却有人
心存歹念，打起了骨灰的主意。

“你儿子生前与我做生意，还
欠我一笔钱没还， 现在他父女俩

的骨灰就在我手上， 想要回就准
备赎金。”当年10月9日，一条陌生
号码发来的短信对谢某来说，有
如晴天霹雳。

随即，谢某到墓地查看，发现
埋放儿孙俩骨灰盒的墓地盖板已
被人撬开， 存放着儿孙骨灰的骨
灰盒已不知去向。

儿孙死后都不得安宁， 谢某
悲痛欲绝顿时晕倒。

借钱被拒遂心生怨恨
2011年10月10日，谢某夫妇

和公墓管理部门同时到桃源县公
安局报案。 尽管民警做了大量的
摸排工作，但由于对方隐藏很深，
侦查陷入僵局。

今年5月初，谢某家的亲戚刘
某进入侦查员的视线。这时，犯罪
嫌疑人因长时间未拿到赎金变得
急躁。 民警协助家属继续与犯罪
嫌疑人周旋，几个回合下来，刘某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双方谈拢以
6万元成交， 且约定了交钱地点与
时间。

5月16日上午10时许，在桃源
县创才职业学校前，狡猾的刘某花
30元钱租了一辆摩的， 准备“交
换”。 而早已守候在此的民警早就
锁定了刘某，在他拿到钱后将其成
功抓获，骨灰盒被完整地追回。

6月1日， 刘某被依法逮捕。现
年46岁的刘某， 原本与谢某是亲
戚。由于谢某家境不错，强烈的反
差让刘某很嫉妒。此前刘某想向谢
某家借一笔钱用于做生意，被拒后
刘某心生仇恨，将目光投向了谢某
刚去世的儿孙骨灰上。 他找来工
具，潜入公墓，撬开翦某父女俩的
墓，盗出骨灰盒，藏于公墓外一处
树下，然后变换着手法对谢某实施
敲诈。

■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涂定平 田颖平

“骨灰大盗”敲诈古稀老人

“包裹涉毒，请联系客服”
收到类似短信，千万别转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