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6日讯 1月25日下午，在绥

宁县关峡乡兰溪村84岁老人李瑞庭家，

笔者见到了一副古香古色的木质对

联———“龙尾新烧雪浪三千， 凤羽初展鹏

程九万”。

据李瑞庭老人介绍， 这是一副寿联，

是清道光年间祖上满寿时，亲戚所题写镌

刻敬送。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寿联历经

风雨洗礼后已显陈旧，再加上没有得到良好

的保护，漆色脱落不少。寿联是否存在研究价

值，李瑞庭老人希望有关专家前往考证。

据悉， 李瑞庭家的这栋房屋已有近

300年历史，由于祖上几代出了秀才等，

为尊重长辈和教育后人， 特制作了一块

“吐凤奇才”的匾牌。这块匾牌至今还悬

挂在堂屋家先上方， 匾牌上方两侧的小

字和雕花已模糊不清， 难辨是何时所

书。 ■通讯员 彭超

绥宁县惊现清朝道光年间木质寿联。 通讯员 彭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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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了

莫让“结石病”作怪

临近过年， 天气寒冷。 人们聚餐

时， 最爱的可能就是火锅了。 就像某

机关公务员老张， 昨天和朋友一小

聚，围炉煮酒，开怀畅饮，满足感油然

而生。 但患有泥沙型结石的他忽略了

病从口入的道理， 这不， 今日老张就

被抬进了长沙南湖医院。 原来， 聚餐

之后， 老张右下腹突然出现绞痛，疼

得几乎倒地不起， 吓得家人赶忙送他

来到南湖医院。B 超诊断出来，原来是

个 7MM 大的结石从肾脏掉到输尿管

中作怪。

在南湖医院六楼，刚经过体外磁波

碎石的老张正躺在病床上进行消炎治

疗，想着临近年关，办公室还有一堆子

事需要处理，老张发愁了！ 谁都不想过

年期间再受疾病的困扰。 是什么原因

促使老张的“结石病”突发呢？ 过年了，

又怎样让“结石病”不出来作怪呢？ 为

此， 笔者特别采访了南湖医院结石中

心谢恒生教授， 谢教授是湖南省腔镜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州军区泌尿外

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湖南

泌尿外科委员会委员， 第一军医大学

教授。

谢教授分析道，每年春节前后，许多

人往往因一颗小小的结石而被折磨得

半死。 这主要是由于饮食习惯和运动量

的改变。 冬季天气寒冷，人们的饮食大

多是比较油腻的，加上盲目进补，都成

了结石病发作的主要诱因。 摄入过量胆

固醇会使胆汁中胆固醇呈超饱和状态，

使胆汁中的胆色素、胆固醇含量增加并

发生沉淀，逐渐形成胆固醇性结石。 像

老张这种情况，就是火锅闯的祸，火锅

汤中的较高浓度普林类物质，在人体经

过一系列的消化分解后变成尿酸，会促

发结石症。 吃火锅一般的人喜欢把菜都

放进锅里煮， 但有些菜是不能一起煮

的，比如豆腐和菠菜，放在一起食用容

易形成结石。

冬季许多人爱睡懒觉，不吃早餐，

由于前晚胆囊储存了大量的胆汁 ，若

不吃早餐， 储存的浓胆汁就很难排

除 。 胆汁滞留在胆囊内的时间过长，

使胆固醇的浓度相对增高， 并在胆囊

里沉淀下来， 从而形成胆结石。 肝胆

结石极易引起剧烈疼痛 、 肝胆坏死 、

肝硬化， 特别是无症状的肝胆结石患

者， 往往在不重视的情况之下， 出现

严重的肝胆并发症， 谢教授提醒广大

市民 ，过年了，合理膳食，少吃火锅 、

油腻食物，多喝水和多运动，莫让“结

石病”出来作怪！

“结石病”早发现早治疗

最后谢教授提醒广大朋友， 每人每年

最好做一次体检，结石病早发现早治疗，可

以省下不少麻烦。另外即使患有结石病，因

结石导致剧烈疼痛、血尿、尿潴留也不必恐

慌。如果结石在 5毫米以内的情况下，通常

都可通过多喝水自然排泄。 若是结石在 5

毫米 -15毫米大小， 可以通过体外磁波碎

石治疗， 在南湖医院这种碎石费仅收 580

元。 如果结石大小在 15 毫米以上，则可用

美国经皮肾镜或腔镜钬激光碎石取石术治

疗， 这种术式避免了传统开刀手术后有疤

痕，大出血，难恢复体能等状况，具有创伤

小、出血少、碎石干净彻底的优点。（详情可

拨打结石病专线0731-8�5811700 或

登陆www.nhjkw.cn）

文 / 文竹

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下午，

省质监局联合食安委、公安、工商

等部门， 一举端掉了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黎托乡的两个食品生产黑

窝点。据了解，工商部门正全力追

查黑窝点生产食品流向。

据群众举报， 执法人员在湘

仕食品厂一举查获无证产品和假

冒产品共3000余件。记者在现场

看到， 该厂生产的酱腌菜类食品

标注假冒他人厂名厂址， 现场卫

生状况极差。 更令人惊奇的是，

2008年7月生产、 已过期发黄的

酱菜被该厂回收， 重新改换包装

进行销售。 省质监局局长蒋新祺

介绍， 该厂没有注册食品生产许

可证，同时，其产品大肠菌群等指

标超出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近十

倍。

在黎托乡川河村潘家园组的

一间仓库内， 执法人员还查获一

处无证无照生产腊制品的黑窝

点，没收不卫生的盐渍猪肉、鸭肉

等原料及半成品超过一吨。 该作

坊除不具备生产食品的基本条件

外， 还涉嫌滥用食品添加剂和使

用工业用盐。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王诚

一个黑窝点查获3000件问题货

省质监局年前“打假”端掉两个食品黑窝点

没收黑腊制品超过1吨

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备

受汨罗市、岳阳县、屈原管理区

三地人民关注的汨（罗）杨（桥）

公路正式开工。该公路的修筑，

将使汨罗市、岳阳县、屈原区三

地30余万群众受益。

汨罗至杨桥公路是岳阳至

长沙之间的城际快速通道，起

于汨罗市汨罗江大桥接线与省

道307平交处，止于汨罗市与望

城县交界处的杨桥。 通过桥汨

公路对接长沙， 全长41.98公

里；全线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80公里； 项目预算投

资24728万元；项目建设工期为

24个月。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周湘益 杨全森

长岳城际快速通道

汨杨公路开工

全长41.98公里

预算投资近2.5亿

本报1月26日讯 春运在即，怀化铁路

公安处连续捣毁两个制贩假证的窝点，一

举打掉犯罪团伙两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9

名，收缴各类假证1900多本。

1月20日上午， 怀化铁路公安处在怀

化市内一家“新视觉婚纱摄影店”内将彭

赛初、肖细和、彭奎求、彭桔凤4人抓获。

侦查员从影楼及嫌疑人居住的出租

房内查获假毕业证、军人退伍证、交通运

输证、建造师资格注册证、出生证等各类

假证件共700余本（张），刻有“广州铁路集

团公司”、“广铁集团公司办公室”、“怀化

铁路机务段”、“怀化学院”、“溆浦县人民

政府”等各类假印章、公章计300余枚。通

过突审，专案组又追击抓获了嫌疑人王常

平，当场缴获假铁路职工工作证（半成品）

38本， 假铁路职工硬席全年定期乘车证

（半成品）46张、乘车卡（半成品）30张，假

二代居民身份证（半成品）32张。

21日下午，专案组在怀化市内某酒店

旁的“新辉照相馆”端掉另一个制假窝点，

嫌疑人谭胜辉、刘青贵、孙海平落网。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刘亚平 彭双翼 李清锋

影楼“挂羊头卖狗肉”制售假证

怀化警方捣毁两制假窝点 收缴假证1900本

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 犯罪嫌疑人

黄昊辉、杨林秋、亢卫、明帆被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1月21日22时10分， 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接到贵州省黎平

县司机周老平报警称， 其驾驶的H06321

大货车从怀化驶向靖州，在太阳坪乡金滩

路段被4名骑三辆摩托车的年轻人持刀抢

劫了2000余元人民币、三部手机，总价值

5000余元。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1月22日，经过走

访调查，太阳坪土溪村村民明小冬21岁的

儿子明帆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明帆被依法

传唤到太阳坪警务室，并很快交待了伙同

黄昊辉、杨林秋、亢卫谎称压坏手机实施

抢劫的犯罪事实。黄昊辉等4人作案后，迅

速逃离到太阳坪集镇进行了分赃，于次日

在县城挥霍了大部分赃款。

当晚7时许， 民警在靖州城区菩提树

宾馆203号房间将黄昊辉、杨林秋、亢卫抓

获，并追回了三部手机和500余元赃款。

■通讯员 龙永善 李杰

谎称压坏手机 不赔冲上前就抢

靖州24小时打掉一抢劫团伙

他家的对联已挂了200多年

系清朝道光年间木质寿联 望专家前往考证

警事传真

李瑞庭老人家堂上的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