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6日，长沙

市解放西路， 一美

女款款地从蛋糕店

内走出来， 脸上带

着浅浅的笑， 我猜

想一定是订购到了

满意的糕点， 心里

美滋滋的， 脸上洋

溢出的幸福藏都藏

不住。 ■读者 杠杠

摄（稿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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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 网友邓某在华声

论坛上发帖称， 自己于2010年4

月21日-6月21日在湖南省妇幼保

健院孕检三次基本正常。7月12

日，剖宫产下一女婴，却有明显的

缺陷，右手臂短缺，还没有正常

手臂一半长，没有手撑、手肘。

邓某说， 她的3次孕检显示，

胎儿除了脐带绕颈一周，其他情

况一切正常。7月12日， 剖宫产

下一女婴，有明显的缺陷，右手

臂短缺， 还没有正常手臂一半

长，没有手撑、手肘。 8月12日，

经省儿童医院检查为右上肢多

发畸形，满一岁后才做手术，而且

要多次才能完成， 手术后正常生

长才能接假肢。8月17日，邓某与

省妇幼协商此事，院方只答应赔2

万元。

记者随后去省妇幼保健院就

有关情况进行了解， 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 邓某来医院为胎儿做第

一次B超检查时， 其孕周已达28

周4天，超过了胎儿四肢的最佳检

查时间， 医学上胎儿四肢最佳检

查时间是11-14周。 医院认真审

查了诊疗过程， 认为不存在任何

医疗过错和失误。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超声科主

任田艾军说， 做孕检生怕有半点

闪失，B超不是万能的，漏诊情况

还是客观存在， 即便一些医疗水

平高度发达的国家， 胎儿超声检

查漏诊率也有20-30%。

田艾军介绍， 根据卫生部制

定的《产前超声检查规范（建议

稿）》等有关规定，11—14孕周检

查项目包括： 胎儿头颅和颅内结

构、面部（眼眶、鼻骨）、颈部（颈项

部皱褶厚度）、四腔心、胃、膀胱、

腹壁和脐带附着处、脊柱、四肢。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王晶 李江玲

天心阁城墙上长出了“白斑”

是砍掉爬壁植物后出现的，浸出的是碳酸钙

有人认为有碍古城墙美观须清除，你怎么看？请拨本报热线参与讨论

8月26日，长沙市天心阁，一些灰浆从古城墙砖缝中浸出来，形成

了一排白斑。 记者 田超 摄

“白斑”清不清引发讨论

孕检三次还是生了个残疾儿

医生：她错过了胎儿四肢检查的最佳时间

本报8月26日讯 “也许

早点到医院来， 我儿子的腿就

能保住了……”今日上午，在湘

雅医院烧伤重建外科， 小磊的

妈妈懊悔不已。

一个月前， 小磊在路过西

瓜地时不慎被毒蛇咬伤右踝

部， 在家外敷草药18天后病情

恶化。 据湘雅医院烧伤重建外

科张明华副教授介绍， 因耽误

了最佳治疗时期引发脓毒血

症，小磊的右下肢大部分坏死，

不得不截肢。

家住龙山县的小磊今年14

岁， 是一名初中生，7月30日晚

上10点， 小磊和他表哥一起从

西瓜地里路过时， 右踝部被毒

蛇咬伤, 表哥连忙背起他往家

跑，家人赶紧喊来赤脚医生，用

草药外敷， 当时右下肢肿胀得

厉害，2天后逐渐消肿，8月3日，

小磊右小腿出现坏死溃疡，直

至8月10日小磊开始出现发烧

症状， 家人才把他送到当地医

院，8月17日转入湘雅医院烧伤

重建外科诊治。

湘雅医院烧伤重建外科主

任黄晓元提醒市民， 如果不幸

被毒蛇咬伤， 切不可完全依赖

中草药外敷治疗， 应及时送正

规大医院救治，以免危及生命。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王晶 李江玲

通讯员 严慧平 易慧芝

14岁男孩不幸截肢

被毒蛇咬伤延误治疗

长沙天心阁的古城墙有着

两千多年的历史，经过历史变迁

和战争洗礼，古城墙如今只剩下

251米长。 而这仅有的一截古城

墙，也不断受到“伤病”的困扰：

墙缝开裂、 墙砖脱落……8月26

日下午， 热心市民给本报爆料，

天心阁古城墙长“白斑”了，并且

长得还不少。

有碍古城墙美观

“如果不留意，还发现不了。”

据爆料人王先生介绍，长“白斑”

的古城墙位于天心阁阁楼正面，

距离城墙顶端有4、5米远。长斑的

部位呈一条直线，有50多米长。在

天心阁阁楼东北面古城墙上，也

长了一些零星的“白斑”。

在天心阁附近生活了几十

年的居民说，这种现象他们也是

头一次看到，城墙上的白斑好像

就是今年才有的，可能是砖缝里

浸出的白色灰浆。

记者在现场看到，墙上长出

的“白斑”大小不一，但是位置都

差不多，就像是被雨水冲刷出来

的一样。 整个天心阁251米古城

墙，只有天心阁阁楼正面和东北

面两面有这种“白斑”。在景区锻

炼的周先生说， 青砖上长“白

斑”， 就像人的脸上长了雀斑一

样，不好看。现在城墙上长这么

多，并且还长在阁楼正面，对景

区和古城墙整体美观都有影响。

砍掉爬壁植物带出“白斑”

天心阁景区管理处原主任

冯建平认为，古城墙上的“白斑”

是从砖缝里浸出的。

冯建平解释说， 古城墙砖

都是由砖头和灰浆砌成的。时

间久了， 砖缝中就会浸出一种

物质，就是碳酸钙，大家通常所

说的石灰。

“古城墙上的白斑可能跟砍

掉爬壁植物有关。” 天心阁景区

管理处副主任王凯民和景区相

关技术人员到现场查看后说。据

介绍， 天心阁古城墙阁楼正面，

以前种植了一种叫“藤本七里

香 ”的爬壁植物 ，种植期有 20

多年了，阁楼正面的古城墙几

乎都被覆盖了。 今年5月， 一株

“藤本七里香” 被大雨冲掉了，

考虑到游客安全，景区就将古城

墙上边的“藤本七里香”砍掉了。

王凯民说， 由于日晒雨淋，

“藤本七里香” 覆盖的位置和没

有覆盖到的古城墙砖产生色差，

出现“白斑”的城墙就是“藤本七

里香”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另外，

砍掉“藤本七里香”，也使一部分

城墙砖缝的灰浆松动， 经过雨水

一冲刷，砖缝里的灰浆就被浸出。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谭媛媛 朱沈 罗文娇

邵阳连环纵火案告破

居民们不用担心停电了

本报8月26日讯 望城某

学校郭老师8月16日在一家网

站购买了价值5274元的文具，

根据对方要求，她于8月18日和

8月22日分作两次将钱汇入对

方指定的私人账号， 然而钱是

汇过去了文具却未如约收到，

当她再次拨打文具店老板电话

时，电话竟然遭到拒接。再上网

查询， 发现自己购买文具的网

站已经被查封。

郭老师告诉记者， 她负责

学校9月份开学要发奖品的采

购任务，因为自己以前常常上

网购物， 而且网购还送货上

门，再加上这次购买的数量较

多，网上购物要比自己在商场

里购买便宜得多，在精心计算

后，郭老师打算网购。在浏览

很多文具店后， 郭老师最终

选中了一家位于深圳的文具

店。双方谈妥之后，店主梁东

以可以减少税款和可以在价

格上再给予优惠为由， 希望

郭老师将钱打入他的一个指

定账号。

“当时我也有些犹豫，但是

店主价格方面的让步， 再加上

以前我也通过这种先付款再到

货的小额交易方式， 并没有出

现异常情况。” 在对方的一再保

证下，8月18日， 郭老师到银行

汇了第一笔钱3274元， 随后22

日汇了剩余的款项2000元。钱

是如约汇过去了， 但是对方承

诺见款即到的文具却迟迟未收

到，郭老师急忙拨打对方电话，

可是对方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

态。打开网页的时候，却发现自

己购买文具的店面网站已被查

封。意识到被骗后，郭老师在当

地派出所报了案。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潘彩玉 唐章才

教师上网买奖品

被骗5000元

“如果市民觉得城墙上的‘白

浆’不好看，我们就想办法将它清

洗掉。”王凯民表示，近期将安排

工人对古城墙上的“白斑”进行清

洗， 如果清洗不掉也只好保留原

样，清除“白斑”将尽量不对古城

墙砖产生破坏。

不过， 也有文物管理人士

认为，古城墙上的“白斑”不必

清除。 古城墙砖本身就是历史

沉积而成， 城墙砖上遗留下的

“白斑”本身就是历史最好的见

证， 将其保留在古城墙上，更显

天心阁的古老、沧桑。如果将其

清除， 不但会抹去它的历史痕

迹， 还会对古城墙产生一定的

破坏。

目前， 天心阁景区正在着手

研究处理此事。 您认为天心阁古

城墙上的“白斑”有没有必要清洗

掉呢？ 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0731-84326110发表意见。

本报8月26日讯 今日上

午，邵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当地市民高度关注

的焚烧变压器、有线电视数据

箱等系列纵火案告破。

今年5月以来， 邵阳市区

连续发生数十起焚烧公共设

施案件。7月11日前，犯罪分子

主要针对有线电视数据箱作

案， 先后烧毁数据箱34个；此

后，其作案焚烧目标转向电力

变压器，平均不到2天就作案1

次， 变压器一台接一台遭毁

坏，造成高温酷暑季节一些小

区大面积停电，给企业生产和

市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该案引起邵阳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市公安局抽调警

力700名，自8月18日起，每天

从凌晨1时至5时，在市内所有

变压器旁蹲点守候。8月19日

凌晨2时30分左右， 犯罪嫌疑

人出现在邵阳市福利院旁，准

备再次焚烧变压器。 在旁蹲

守的民警迅速出击将其抓

获，并从其身上搜出打火机1

只、 沾满汽油的布团1块。经

审讯， 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其

故意焚烧有线电视数据箱和

电力变压器的事实供认不

讳， 并指引公安干警在市区

铁路沿线搜出准备用来作案

的汽油33瓶。

21岁的刘某是一名聋哑

人，由于生活不顺产生了报复

社会的心理。 到刘某被抓获

时，已烧毁变压器24台，给电

力部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

多万元。目前，刘某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记者 冒蕞 蒋剑平

通讯员 潘帅成 邓美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