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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天来，天府三街海
洋中心莱普敦公馆的业主们遇
到了烦心事。不少业主在业主
群内反映，水龙头内的水出现
了问题——不仅伴随着一股刺
鼻的油漆味道，水的颜色也出
现了泛黄浑浊的情况。业主们
认为，这与物业对水箱房的油
漆施工有着密切关系，怀疑是
油漆出现了渗漏。

不过，对于业主的质疑，物
业也表示纳闷，“目前我们只是
在地面刷了漆，水箱内和水管都
没有刷，水箱和管道也都没有排
查出问题，也很想知道为何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同时，物业表示
已经聘请了第三方水检测公司
取样，对水质进行检测。

有业主表示
饮用后肠胃异常

海洋中心莱普敦公馆的业
主群里从6月5日开始，陆续有
业主反映水龙头内的水出现了
泛黄浑浊的情况，且还有刺鼻
气味。更有业主表示，在饮用水
之后，出现了肠胃异常的症状，
进而对水箱水质提出了质疑。

王先生居住在25楼，据其
介绍，由于水质太过浑浊，基本
无法饮用。为此，他还特意用水
瓶对水进行了取样存放。在其
阳台上，记者看到，王先生取样
的两个水瓶，呈现出了不同的
状态：一瓶清澈，一瓶泛黄而浑
浊，且有大量的沉淀物。王先生
介绍，两瓶水都是 7 日上午取
样的，前后间隔半个多小时左
右，“半小时前的到现在，过去
了大半天时间依然还是浑浊
的，而那瓶看起来清澈的也是
等了好久才逐渐清澈的。”

“但即便清澈了还是不敢
放心使用，现在还说不准里面
是否有其他的污染残留物。”王
先生介绍。而这种情况还不止
他一家，其提供的另一业主拍
摄的图片显示，一个白色浴缸
内存放的水不仅泛黄，还有漂
浮残渣。“这种水怎么饮用呢？”
王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该栋住宅共

有37层，38层为天台和水箱供
水房。5层以下为地面供水，以
上则为顶层水箱供水。而出现
水质问题的也主要集中在高楼
层。另一业主白女士介绍，在水
质出现问题后，物业并没有第
一时间张贴告示，提醒业主暂
停饮用。

物业：
水箱、管道均未刷漆

在众多业主反映情况后，
物业方负责人程女士曾在业
主群里回应水箱没有问题，而
对于出现的油漆味，程女士表
示是由于准备对水箱房设备
和管道进行刷漆保养，在给设
备刷漆时，可能会有油漆味窜
到家里。

而对此，有业主则进一步
质疑，水质出现问题很可能是
由于油漆出现了渗漏的情况，
并提出希望物业能够进行仔细
排查，对水质进行检测。之后，
物业也回应，已经在对水箱进
行重新清洗补水，并排查管道。

7 日下午，物业方还邀请
了辖区社区工作人员，以及一
名相关检测人员，同时带着有
疑问的业主前往水箱房进行查
看。记者也一道去了水箱房。在
现场，物业负责人程女士表示，
刚刚对地面进行了刷漆，但仅
在地面，水箱和管道都没有涉
及，记者查看也确实如此。有业
主爬上水箱，查看也未发现水
箱体有刷漆的问题存在。

程女士也强调，水箱并没
有问题。程女士向记者表示，目
前物业方也暂时不知道问题所
在，已经邀请了第三方检测机
构对水进行取样检测，但暂时
还没有结果。她表示，在事发
后，就安排了工作人员对水箱
和管道进行了排查，但并没有
发现问题，同时也表示业主反
映的情况确实存在。“我们也纳
闷，比业主更想知道原因在哪
里。”同时，程女士表示，目前已
经为业主准备了桶装水，方便
业主临时生活所需。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由四川省邮政管理局指
导，四川省快递协会主办，成都
商报承办的“四川省首届快递
之星”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中，截至6月7日，已有70余名快
递员参与报名，他们有的是“身
经百战”的老投递员，有的是新
锐创新型的快递员，通过自己开
发客户，拓展业务，年收入已近

20万……无数个普通又伟大的
他们构成了快递路上一道道靓
丽的风景线。

“快递之星”评选6月7日
17：00报名截止，即将进入网络
投票和专家评审阶段。根据评
选规则，网络投票占60%，专家
评审占40%，网络投票前12名
进入专家评审环节，最终选出
10名“快递之星”。网络投票起
止时间为6月11日～6月22日。

快递员网络投票期间将同
时启动快递企业推荐报名流
程，快递企业报名截止时间为5
月15日17时，快递企业可选择

“年度凝聚力快递企业”、“年度
社会责任快递企业”、“年度影
响力快递企业”、“年度新锐快
递企业”来进行PK。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报名结束 11日起票选快递之星

18年前，眉山洪雅的张小
芳（化名）和丈夫易某乙（化名）
登记结婚。当时易某乙年龄没
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使用了
其哥哥的身份证登记领证。如
今，张小芳想离婚却遇到了麻
烦。6月7日，该案在洪雅县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1999年1月，张小芳与易某
乙经人介绍认识。2000年3月22
日，两人登记结婚。根据结婚证
显示，男方却是易某乙的哥哥
易某甲（化名）。

为何结婚证上是其哥哥的
名字？张小芳回忆说，当时因为
易某乙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
龄，他便拿了哥哥易某甲的身
份证，一起到乡政府办理了结
婚登记。

对此，易某乙却称，自己也
记不清当时为何拿哥哥的身份
证去登记，可能是拿错了，但当
时确实自己不够年龄。成都商
报记者发现，易某乙出生于
1979年2月13日，至2000年3月
22日登记结婚时，易某乙刚过
21岁，确实没有达到男方22岁
的法定结婚年龄。

不过，虽然结婚证的男方
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是易某
乙的哥哥，但是结婚证上的照

片是张小芳和易某乙的合影，
两人予以认可。

虽然结婚证上男方信息不
对，但平时结婚证也基本没怎
么用。

然而，去年四月，张小芳向
丈夫易某乙提出了离婚。“他对
家庭极其不负责任，没有做好
丈夫、没有做好父亲，也不尊重
和孝敬老人。”张小芳认为，她
和丈夫的感情已经破裂。

张小芳想要离婚，易某乙却
不同意。张小芳称，她曾找相关
部门咨询，因为结婚证上是她和
易某甲的名字，需要她和易某甲
两人一致签字同意即可。

不过，张小芳找到易某甲
时，易某甲以“不关我的事”予
以了拒绝，而易某乙也坚持让
哥哥不同意签字。这让张小芳
非常无奈。

今年5月，张小芳将易某乙
告到了洪雅县人民法院，请求
判决确认张小芳和易某甲的婚
姻关系不成立，张小芳和易某
乙的婚姻关系成立，并要求离
婚等。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法庭
在庭审后没有进行调解，将择
日宣判。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蒋麟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苏轼曾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但如果真的一
口气吃下300颗荔枝，吃的时间和方式不对，却可能会导致疾病。

近日，《空腹吃荔枝10个孩子死亡！医生的呼吁为所有人敲响
警钟！》一文在朋友圈刷屏，说国内曾有医院介绍，接诊71例荔枝病
患儿，年龄2至10岁，其中10例患儿死亡。吓得好多网友“赶紧扔掉
了手里的荔枝”。

吃荔枝能导致死亡？为此，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营养科临床营养师李心仪，她告诉记者，荔枝病确有存在，
但多发于荔枝高产区，实际上是一种由于空腹时大量食用荔枝引发
的“低血糖症”，并不是中毒。

业主：小区自来水咋有油漆味？
物业：已邀请第三方进行检测

结婚时丈夫用其兄身份证登记
如今想离婚，这下麻烦了

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
医生：小心会得荔枝病

国内曾发生多起儿童空腹吃荔枝死亡案例 成都非高发区

荔枝病：空腹时大量食用荔枝，果糖转化成大量的
葡萄糖，刺激胰岛β细胞分泌大量胰岛素，
从而给肝脏传递错误的信号，引发的低血
糖症，并非是荔枝中存在有毒物质。

儿童易发病：成人也可能会发生荔枝病，只是成人的血
糖平衡能力更好一些，老人和孩子的平衡
能力差，加上孩子的病情发展快，出现症状
也比较快。

提醒： 食用荔枝等高糖分水果，建议在餐后半小
时左右，切忌空腹食用。孩子和老人，每次
不超过5颗，成人每天的食用量也不要超
过300克。

“荔枝病”刷屏！
吃荔枝致10名孩子死亡！是真的

病病//

例例//

近日，微信朋友圈里被一条《空腹
吃荔枝10个孩子死亡！医生的呼吁为所
有人敲响警钟！》的网文刷了屏，迅速获
得 10 万+的阅读量。不少市民、特别是
孩子妈纷纷转发，直呼“太可怕”！文中
提到，最近广州有个病例，一个7岁的小
孩空腹吃了太多的荔枝后出现昏迷，诊
断为荔枝病，所幸抢救及时，顺利脱险。
文中以医生身份说，这个孩子能“死里
逃生”是幸运的，但不幸的事情已发生
多起，需引起家长的警惕。

文中说，国内曾有医院介绍，接诊
71例荔枝病患儿，年龄2~10岁，其中61
例抢救成功，10例死亡病例，是由于发
病早期未能及时补充浓糖，或反复抽搐
10小时以上未能及时就诊，虽经积极抢
救，未能挽救生命。

时至6月，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此
文一推，许多家长有了疑问，为何会有

荔枝病？是不是不能吃荔枝了吗？成都
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文多由个人公众号
推送，会不会是谣言？

成都商报记者搜索中国知网发现，
推文中所提到的71例荔枝病患儿中10
例死亡，是真实存在的。数据来自于
2000 年 10 月 15 日，发表于《广西医学》
杂志，题目为《小儿荔枝病71例临床分
析》，作者为广西钦州第一人民医院儿
科刘莹。论文中提到，本组资料为1999
年6月中旬~7月，71例患儿均来自荔枝
种植区或收购荔枝区。

关于荔枝病，也并非仅有此论文，
1992年8月28日，《食用儿科临床杂志》
曾刊登《小儿荔枝的诊断及防治的探
索》；2015年4月，《临床研究与报道》也
曾刊登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急诊
内科《荔枝中毒48例急诊救治分析》，荔
枝中毒，指的正是“荔枝病”。

荔枝病是什么？
空腹食用大量荔枝致“低血糖症”

释释//

疑疑//

荔枝病到底是什么？川大华西第二
医院营养科临床营养师李心仪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实际上，荔枝病是空腹时大量
食用荔枝，果糖转化成大量的葡萄糖，刺
激胰岛β细胞分泌大量胰岛素，从而给
肝脏传递错误的信号，引发的低血糖症，
并非是荔枝中存在有毒物质。

荔枝中除了含有80%的水分外，还
含有大量的果糖、蛋白质、果胶等物质，
其中会转化成葡萄糖成分的碳水化合
物成分，每100g中就有16.6g。人体中维
持血糖水平主要依靠葡萄糖，日常进食
后，果糖在人体内的各种酶的作用下，
变成葡萄糖。

人们在空腹时，本身血糖就处于较
低水平，此时大量进食荔枝，在短时间
内，果糖转化成大量的葡萄糖，刺激胰
岛β细胞分泌大量胰岛素，从而给肝脏
传递错误的信号，因此，人就出现了低
血糖的症状，例如说恶心、乏力，甚至高

热、抽搐、昏迷等。
“大脑也是依靠葡萄糖来供能，血

糖降低后，大脑的供能不足，导致脑脊
液发生变化，产生脑水肿。”李心仪说，
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为何儿童容易发病呢？李心仪说，
成人也可能会发生荔枝病，只是成人的
血糖平衡能力更好一些，老人和孩子的
平衡能力差，加上孩子的病情发展快，
出现症状也比较快。

同时，荔枝上市的季节正好是在初
夏，与胃肠炎、热伤风、病毒性脑膜炎等
高发时节重合，许多家长没有荔枝会引
发低血糖的意识，在孩子出现症状后未
能及时就医或告知医生空腹食用荔枝，
容易引起误诊。

“如果出现荔枝病轻度的症状，及
时补充葡萄糖溶液，是可以缓解症状
的。”李心仪说，还是建议家长尽快将孩
子送医。

市内多家三甲医院未曾接诊“荔枝病”
建议孩子和老人一次食用不超过5颗

落落//

地地//

查询医学期刊发现，荔枝病多发于
福建、广西、广东等荔枝产地，成都是否
也有荔枝病？成都商报记者询问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华西第二医院内分
泌科、营养科，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
儿科，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成都市妇
女儿童中心医院，均未了解到关于儿童

荔枝病的接诊情况。
该如何正确食用荔枝？李心仪介绍

说，食用荔枝等高糖分水果，建议在餐
后半小时左右，切忌空腹食用。孩子和
老人，每次不超过5颗，成人每天的食用
量也不要超过300克。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危险！三环路有车冒烟起火
巧了！正好有辆洒水车路过……

5日傍晚，成都的黄先生驾驶买了不到两
年的保时捷718车在三环路上行驶时，发现车
尾部冒烟，之后还冒出了明火。路过的一辆洒
水车和消防人员最终灭了火，不过车尾部“烧
伤”不轻，尤其左后轮几乎只剩下轮毂。

经销商的工作人员表示，起火疑因事故引
发，不过他也强调，需要等待消防部门的调查
报告。

车主：未进行改装，今年未购买自燃险

“车是2016年11月买的。”黄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落
地价格大约65万元。“第一年不知道，今年的保险是没
有买自燃险的。”尽管如此，事发后他还是联系了保险公
司人员，“因为不确定起火原因。”

车是否有过改装？对记者的询问，黄先生予以否认
——“我找不到事情做吗？改装干嘛？”另一方面，黄先生
表示，除了今年4月份的保养，之前两次保养都是在官
方4S店做的。

事发当天晚上，黄先生更新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就这样付之一炬。”照片里是一辆蓝色的保时捷，不
过车身被火烧的痕迹很明显，车身后半部“烧伤”较
严重，尤其是车后靠左位置，左后轮几乎只剩下金属
轮毂。

金牛保时捷中心：需等待消防部门调查报告

“车辆被运回之后，罩起的，一直没有动。”7日下午，
金牛保时捷中心负责处理黄先生车辆事件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的一名负责技术的同事表示，已经将黄先
生车辆遭遇的情况通过邮件的方式告知了厂家，并转至
了德国总部，“尚未收到回复。”

在联系另一名同事后，他告诉记者，“与客户沟通
后，初步怀疑是事故引发。”不过他强调，需要等待消防
部门的起火原因调查报告，“如果非自燃，那么客户可以
走保险处理；如果是其他的起火原因，那么需要和厂家
继续调查处理。”他在保时捷中心工作了4年，“从来没
有遇到过车子自燃的情况。”

“保险公司那边也说，需要消防部门出具的起火原
因调查报告。”黄先生说道。他告诉记者，自己准备7日
去往消防部门，申请起火原因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图据受访者

因为和朋友约好下班后聚会，5 日傍晚 6
点半，成都的黄先生开着自己的保时捷718车
出发。他告诉记者，大约 20 分钟后，自己驶至
川藏立交。“下坡的时候，碾过了一堆碎石。”黄
先生回忆，当时自己就听到了异响，“具体哪个
位置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当时也没有在意。”黄
先生继续向前开，“时速大概80公里。”接着他
称，自己发现踩油门没反应，而仪表盘上的指
示灯都亮了起来，“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
情况。”不过黄先生表示，好在刹车正常，“点了
下刹车，没问题。”

在黄先生印象中，几乎是同时，他闻到了
燃烧的气味，“从后视镜看到车尾部在冒烟。”
他赶忙把车靠边停下。

停好车后，黄先生赶忙将车上的贵重物品
取出，然后拨打了119。“当时还在冒烟，路边有
人从大车上拿来了干粉灭火器，冲冒烟处喷。”
黄先生表示，因为一直冒烟，他们一度去往附
近的汽修厂借了灭火器，“后来烟还是越来越
浓。”

黄先生介绍，之后一辆洒水车路过，“大概
那会明火就出现了。”消防人员赶到之前，这辆
洒水车向起火的位置喷水，在他看来，这一定
程度阻止了火势蔓延。消防人员赶到后，很快
火被扑灭。在黄先生搜集到的现场拍摄的视频
中，车身后半部几乎被笼罩在火焰中，一旁一
辆洒水车在向着火处喷水。之后，车辆也被运
回了成都金牛保时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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