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5日讯 今日， 长沙市
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开展了以“人人
参与，创建绿色开福，共建品质青竹
湖”为主题的环境保护活动。活动内
容主要以展板、宣传单、有奖问答等
形式为主，各社区环保专干、居民群
众共计300余人参加。 ■记者丁鹏志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是第46
个世界环境日， 在长沙环境保护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了一次“小手拉大
手，共筑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该
校60余名“环保大卫士”和马王堆
小学100余名“环保小卫士”携手体
验了一把“环保之旅”。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刘彦妮
实习生 杨雪梅 陈秀

本报6月5日讯 6月3日，在第
46个世界环境日前夕，由湘潭环保
协会、绿色潇湘环保组织共同发起
的“河长助手·湘江卫士” 项目在
湘潭正式启动， 来自社会各界的
500多位代表参与了此次活动，湘
潭市委副书记、市长、总河长谈文
胜及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向“河长
助手·湘江卫士” 大队及八个中队
授旗，动员更多的干部群众参与其
中，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和
监督河湖管理保护的良好氛围。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孙成

湘潭“河长助手”
授旗上岗

大手拉小手共筑环保梦

社区有奖问答
普及环保

环境日·各地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下午， 第四届湖南省大学生模拟法庭竞
赛决赛在长沙举行， 省内23所高校队伍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的庭
审辩论，最终，长沙学院代表队摘得桂冠。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教育厅和湖南省环保厅共同主办，
旨在提高专业大学生法学知识与实践运用能力，为环保法律人才的
培养奉献力量，为生态强省发展添砖加瓦。 ■记者和婷婷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是
世界环境日，上午，省高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我省环境
资源司法保护状况及典型案
例，2016年以来， 湖南法院审
结一、 二审环境资源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3072件。

长沙市民状告公安

楼下每晚一个小时广场
舞音乐“轰炸”，家里九十多岁
老母亲每天不堪其扰，长沙市
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周女士拨
打110报警， 没想到几个月过
去了， 她的数次反映无果，只
要不下雨，广场舞音乐依然每
天响起。周女士一纸诉状状告
岳麓区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
职责。

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警方在受理了周女士噪
声扰民的报案后，做了一些调
查取证、劝导等工作，但对于
报案中所称的噪音扰民行为
是否是违法行为、是否需要作
出行政处罚等实质问题一直
没有作出明确认定，也未作出
处理决定，没有在法定期限内
完成该案的办理，系拖延履行

法定职责。
据此，岳麓区法院一审判

决，责令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
局按照相关规定对周女士的
报案作出处理，驳回了周女士
其他诉讼请求。

湘江、洞庭湖将设专门法庭

今天上午，省高院通报了
该案在内的 9个典型案例。
2016年以来，全省法院共计审
结一、 二审环境资源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3072件。其中，审
结各类一、二审环境资源刑事
案件592件，判决994人，民事
案件1989件，“民告官” 案件
491件。

省高院党组成员、 副院
长蔡俊伟介绍，目前，初步形
成了全省法院环境资源专门
化审判体系形态。此外，根据
生态保护实际， 以后将由湘
江、 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分
别跨行政区划管辖涉湘江、
洞庭湖全区域水资源一审环
境保护案件， 破解跨区域管
辖难题。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通讯员 欧嘉剑 曾妍

广场舞扰民，市民状告警方
省高院发布我省环保司法白皮书：一年半491起“民告官”

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省内23所高校参加

健康提醒

长沙连线

本报6月5日讯 6月4日14
时开始， 长沙市出现一次大范
围降水过程。 据长沙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今天下午5时发布的
消息， 全市各地没有出现洪涝
灾情，各类水库运行正常，浏阳
市、 宁乡市等山洪易发区域没

有出现山洪灾害， 城区未出现
大面积长时间积水， 未对交通
造成影响。

据长沙市气象台预报 ，
目前本轮强降水过程基本结
束。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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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上午，一支400名志愿者的骑行队伍从隆平水稻博物馆出发，沿浏阳河风光带骑行。他们希望用绿色
骑行这种低碳、环保的方式，呼吁大家保护环境。长沙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办的长沙市第三届环保文化节也
于当天同时启动，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记者 和婷婷 朱蓉 傅聪 摄影报道

本报6月5日讯 我省新一
轮降水拉开帷幕，4日8时至5日
8时，共有245个乡镇降暴雨。今
日下午4时，省气象台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株
洲、衡阳、永州、郴州、邵阳将出
现暴雨。

截至晚7时， 本轮暴雨共
造成邵阳、张家界、永州、湘西4
个市州9县（市、 区）64个乡镇
8.47万人受灾， 紧急转移人口
0.14万人，倒塌房屋84间，农作
物受灾面积5.26千公顷，直接经
济损失0.37亿元，其中水利设施
直接经济损失0.10亿元。

213站降雨超过50毫米

记者从省防办了解到，4日
8时至5日8时，自治州、张家界、
常德以及岳阳南部、 长沙中东
部、郴州东南部等地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共24县213站降
雨超过50毫米、2县4站降雨超
过100毫米。

5日8时至下午2时，怀化南
部、娄底、邵阳、益阳、长沙、岳
阳等地降大到暴雨，共10县55
站降雨超过50毫米。

昨日下午4时20分，宜凤高
速公路K37+000往南方向发生

边坡垮塌， 造成单向道路交通
中断。今早往南方向单向封闭，
截至今日中午12时， 该段塌方
险情处理已基本处置完成，达
到通车标准。

此外， 绥宁县多乡镇出现
暴雨， 导致多处山体发生小型
滑坡、垮塌。

高考期间多地“小太阳”

省气象台预计，5日下午到
6日白天，全省有小到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其中长沙、湘潭、株
洲、邵阳、衡阳、永州、郴州中到
大雨，局地暴雨；6日晚到7日白
天，湘南阴天小到中雨，其他地
区多云；7日晚到8日白天，湘东
南小雨转多云， 其他地区多云
间晴天；9日， 湘北有阵雨或雷
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10
日-11日， 全省自北向南将有
强降雨天气过程发生， 其中湘
北局地暴雨。

为应对此轮强降雨， 国家
防总目前已赴衡阳指导防汛工
作； 省防办值班室也加强了对
强降雨区域市、 县防办预警告
警和值班督导工作。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杨粲 谭萍

高考期间，我省大部迎来“小太阳”
今日五市仍有暴雨 明起强降水纷纷“让路”

强降水暂歇，全城无恙

400名环保志愿者骑行浏阳河

最近持续降雨， 很多地方
都产生了积水， 一些市民不得
已时会卷起裤腿蹚浑水。 长沙
的杨奶奶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
因此惹“毒”上身，得了一种名
叫“丹毒”的疾病。

长沙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提
醒，夏季高温潮湿，细菌易于
生长繁殖， 是丹毒的高发季
节，有伤口、湿疹、脚癣等疾患
的人群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光
脚蹚水。

杨奶奶在雨中光脚蹚了水
后，发现脚上出现了红斑，右下
腿肿胀成皮球大小， 还感觉有
点火灼样的疼， 一量体温还发
烧了。 长沙市中心医院老年医
学科主任刘竟芳仔细为杨奶奶
做了检查， 发现她本来脚上便
有伤口， 有伤口的地方长时间
泡在污水里， 细菌通过皮肤进
入淋巴管里，从而引发了丹毒。

6月5日， 记者在长沙市中
心医院皮肤科了解到， 近期来

该院看皮肤病的患者增多
30%， 很多患者的致病原因就
是蹚水走路, 回家之后未及时
清洗并消毒脚部皮肤。 在长沙
市第一医院、 市中医院等多家
医院门诊,记者了解到,也有部
分患者因为蹚水走路染病。

刘竟芳介绍， 丹毒是一种
由于细菌感染而累及真皮浅层
淋巴管的皮肤病。 轻度擦伤或
搔抓、 慢性小腿溃疡等均可能
导致此病。一般发病急剧,疼痛
剧烈,出现红斑,有的患者还伴
随有畏寒、发热等全身症状。

他提醒市民，如果不得已，
非要蹚水，提前可以在腿部、脚
部涂上防水油膏，尤其是趾间，
能够起到防范作用。此外，大雨
淋湿腿部后， 一定要及时清洗
干净并擦干， 检查皮肤有没有
小伤口，如果有，则要做消毒处
理。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杨倩杰

通讯员 缪琴 汤雪

雨中蹚水行走，竟患了“丹毒”

环境日·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