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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给盗贼“黄金 3分钟”
�������活动：现 96258 推出品牌
双面叶片 C级锁， 技术防盗时
长达 180分钟， 让窃贼望而却
步。 凡 6 月 28 日—7 月 1 日，
拨打 96258 更换品牌双叶片
C 级锁芯，可享原价 398，现直
降 100元的优惠活动。

昨日， 有不少读者致电
96258 询问家里如何才能防盗，
但是有“绝招”的人并不多。 此
前，有网友的“绝招”是：在家里
养条凶狠的大狼狗。 但这“绝
招”被否决了，因为养狼狗不能
普及 ， 会给市民带来更多的烦
恼。 昨日，记者回访 96258开锁
师傅郭先生， 他的说法让人瞠
目结舌： 很多盗贼开锁实际上
只需 5秒时间。

作为开锁师傅， 市民家里被
盗窃了，锁要修吧，于是郭先生经
常出入盗窃现场， 并经常与公安
民警打交道。 他最熟悉盗贼盗窃
的伎俩了， 尤其是在技术性开锁
方面。“你还真别说，有的小偷还
真是开锁高手， 他们几秒之内就

能将门锁打开， 与主人用钥匙开
锁的时间不相上下。”郭先生这样
说，更让记者觉得有些玄。

他接着解释， 小偷的技术
性通常有这几种方式：

1、插：插片开锁；
2、挑：钩针开锁；
3、压：猫眼开锁；
4、撞：电动万能开锁枪；
5、模：目前最先进流行的

锡纸万能钥匙靠模技术开锁。
正是盗贼掌握了这些开锁技

术， 因此他们才在市民家里说来
就来，说走就走。 一些市民问道，
我们有防盗门，为啥防不了盗？

郭师傅说， 目前国内盗贼
频频利用万能钥匙锡纸工具开
锁，入室时常发生，这并不是盗
贼有多高明， 而是现在的防盗
门锁标准过低。

以郭师傅的了解，通常小偷
作案“黄金时间”是 3分钟，如果
3分钟之内打不开门锁，他们就
会做贼心虚，选择放弃。

土鸡配送到您家
一碗土鸡汤 滋补一家人

长沙有起伏吃鸡的习俗， 从即
日起，96258 开始向读者提供正宗
的新化梅山松针土鸡，土鸡一般重
2斤至 2斤 2两，经过 180天以上自
然放养方式，不吃饲料、色素、激素。

梅山松针土鸡活鸡市场售价
每只 98 元，96258 售价仅为 88
元 / 只，单次购买金额满 150 元免
配送费。 如未满 150 元只需加 5
元配送费。 只要您拨打 96258电话
订购， 在长沙市内五区（芙蓉区、
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
及长沙县城区范围内，72 小时以
内配送到府，此外，还可以提供宰
杀服务（需提前说明）。

梅山松针土鸡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洗衣机乍看都非常干净，实际
可不然， 内筒和外筒中见的洗衣
机槽是藏污纳垢之地。 96258 的
洗衣机清洗师傅用洗衣机清洗
液， 再用高压枪对内桶及内壁进
行 360 度除污处理后， 洗衣机焕
然一新。 赶快拨打 96258 预约，
给您的洗衣机也洗洗澡吧！

洗衣机清洗
前后大不同

洗衣机清洗前

洗衣机清洗后

2.
�������本周，长沙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
预报提醒市民：久未清洗的空调过滤
网是细菌的来源。 长沙是疾控中心建
议夏季重启空调最好先对空调滤尘
网进行清洗，并增强开窗通风，以免
空调成为 隐蔽的“污染源”。一年至少
两次对空调机、中央空调冷气输送管
道进行清洗。

空调长时间不用，容易滋生金黄
色葡萄球菌、结核杆菌、肝炎病毒、上
呼吸道感染细菌群等，一旦开启，细菌
将随风吹进室内，污染室内空气、传播
疾病，如果长期呆在空调房，就 会患
空调综合症，感觉头晕、乏力、免疫力
下降，还容易感染皮肤病。 入夏后，很
多家庭多会冲洗空调过滤网， 洗去沾
染的粉尘， 但简单的冲洗不能彻底清
除细菌，有些强碱性清洁剂或药水 残
留在空调上，会腐蚀滤光板、金属框、
蒸发器，缩短空调使用寿命，散发出的
刺鼻药味还会随着空气被人体吸收。
因此，不论家庭还是单位，空调的清洗
工作都应请专业人士操作。

如果您有空调清洗的需要，请拨
打 96258，我愿意竭诚为您服务。

空调要清洗
有个好身体3.

万家丽路浏阳河大桥下：是发生溺水事故频率最高的地点。
浏阳河水下暗流很多， 河床深浅不一， 挖砂船留下了许多采砂
洞，极易溺水。

捞刀河沿线：河底被挖砂船挖了不少大洞，加上两岸人少，
溺水后难及时获救。

湘江黑石铺大桥下：桥墩阻隔江水，江水流速很快。
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亲水平台：每到夏天的夜晚，这里就聚集

了大量前来游泳的市民，因为人多眼杂，溺水后难及时获救。
橘子洲大桥到杜甫江阁沿线：沿岸停泊的船舶众多，造成水

流变急，船舶的螺旋桨、电缆等都会带来危险。湘江路沿线夜宵
摊贩多，不少市民喝了酒即兴野泳，酒后游泳更危险。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胡玮娟 通讯员 龙西丹

6月27日上午，由于大雨，长沙市湘江北路兆山新星混凝土有限公司内的积水逐渐上涨，停在公司里的30台混凝土车及
数台小车被困。 实习记者 唐俊 摄

… 提醒

水警公布“新高危水域”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胡玮娟
通讯员 龙西丹

本报6月27日讯 一到夏
季，江河、水库、池塘等无人看
管的“野游场”就会聚集不少
“野游客”。5月入汛以来，长
沙已经有6人溺水死亡，都是
成年人， 外来务工人员占大
半。今日，水上民警发布安全
预警， 夏日游泳一定要注意
安全。据了解，今年以来长沙
水域溺亡人数已经达到 30
人。

游完一圈回来同伴没了

“等我游回岸边，人就不
见了。”6月19日下午5点，在长
沙打工的张磊（化名）与同事
下班后来到浏阳河“东湖”河
段游泳。张磊水性好，一口气
游到河中间，而不太会水的同
事索某不敢离开岸边浅水区。

畅快地游了一圈，张磊再
回到岸边的时候，索某却没了
踪影。“看见河面上成串冒出
来的气泡，我意识到出事了。”

张磊一个猛子扎入水下，在冒
起气泡的水域来回寻找，等他
筋疲力尽地爬上岸，围观的市
民已经报了警。

水警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但索某20岁的年轻生命还是
划上了句号。

民警提示，隐藏在水面下
的河岸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
样安全。明明是浅水区，却可
能隐藏着数米深的坑洞；水泥
台阶边缘可能长满青苔，也许
一脚踩空， 也许脚底打滑，很
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呼吁多开放免费游泳馆

暑假临近，放假在家的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成为水警最
忧心的群体。水警部门希望政
府、 社会共同关注这个群体，
多向孩子们免费开放一些游
泳场馆。

水警部门同时提醒，遇见
溺水事件应及时报警，请专业
人员救助。普通市民不要盲目
下水施救， 避免发生衍生事
故。

长沙半年30人溺亡，“夺命水域”公布
外来务工者子女成高危人群，水警呼吁多开放免费泳馆

本报6月27日讯 近几天来，
我省遭遇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
雨。截止到今天下午5时，各地普降
大到暴雨， 强降雨共造成30.96万
人受灾，因灾转移0.49万人。省气
象台预测，明后两天强降雨持续，
30日开始，全省天气将陆续放晴。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统
计，6月24日8时至6月27日8时，暴雨
中心位于湘中北和湘西等地，日降
雨最大的是宁乡县喻家坳站235.5
毫米，其次为宁乡县双凫铺站。

专家预测，未来三天，湖南部
分地区雨势仍较强， 降雨过程可
能伴有雷电、 瞬时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须注意安全加强防范。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刘洋 周婷

… 新闻前奏

我省遭遇入汛最强雨
未来三天降雨持续

… 暴雨·长沙现场

本报6月27日讯 26日晚间
起， 湘江北路兆山新星混凝土有
限公司内的积水逐渐上涨， 到了
27日上午， 停在公司里的30台混
凝土车及数台小车被困， 司机们
都不敢启动车子，“发动机坏了就
麻烦了。”

6月27日上午11时许，3台水
泵不间断作业，兆山新星混凝土有
限公司内的积水已退至58厘米，
“一些车的发动机都淹掉了。”

兆山新星混凝土有限公司地
势低洼，一墙之隔，只有零星的水
洼，而该公司已一片“汪洋”。30台
混凝土车三三两两浸在水中，还有
几台小车已经被水漫至车身二分
之一处。

望着这近4000平方米面积的
积水，长沙消防特勤三中队表示无
能为力。公司只好请来专业的排污
公司处理积水。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车险部
龚俊说，购买了涉水险的车辆在积
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被水淹后致使
发动机损坏可给予赔偿。但他提醒
驾驶人，车辆涉水熄火后，就千万
不要尝试启动了，这样不但极易损
坏车辆，而且即使你为车辆投保了
涉水险，保险公司也不予理赔，“这
类由于尝试重新启动车辆而造成
的引擎损坏，车损险与涉水险都是
不予理赔的。”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张婷
（郑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一夜暴雨淹掉30台混凝土车
提醒：涉水熄火或被水泡不要二次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