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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店高汤添加复方甘草片

男子驾照被扣还酒驾上高速
本报株洲讯 近日，高速交警株洲支队荷塘
大队民警在长株高速株洲收费站入口执勤时，查
获一起驾照扣留期间饮酒驾驶的违法行为。
11 月 5 日晚 8 点，荷塘大队民警正在长株高
速株洲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辆湘 B 牌照的黑色
日产小车走走停停、迟疑不前。上前一查，发现
驾驶员邹某无法出示驾驶证，
“ 我考了几次没有
考上。
”邹某说。
通过查询，民警发现邹某的驾驶证由于一次
遮挡号牌违法行为已记满 12 分，被交警部门扣
留，处于停止使用状态。询问中，民警发现邹某
身上有股酒味。眼看难以蒙骗过关，邹某只好如
实交待，称自己在吃饭时喝了两瓶啤酒。
经 检 测 ，邹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52mg/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高警局株洲支
队民警赵国栋介绍，将依法对邹某驾驶证被扣留
期间仍驾驶机动车，以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两
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 2200 元，记 12 分，暂扣
驾驶证 6 个月的处罚。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易勇 吴功诚 封跃林

警方、
食药监部门介入调查，
店主被带走；
医生：
长期服用可能会上瘾
为了提鲜，
不少商家会昧着良心，
往米粉高汤里加罂粟壳。
没想到，
长沙开福区一家名为德辉粉店的粉馆，
竟然往高汤里加
复方甘草片。医生介绍，
复方甘草片虽然能治咳嗽，
但其中的阿片粉
成分与罂粟壳成分类似，
长期使用可能会成瘾。
本报记者曹伟 长沙报道
早上嗍碗米粉，是很多长沙市民的日常
习惯。11 月 7 日，有消息称，一市民在体检
时被测出体内含
“罂粟”
成分。该市民曾在长
沙开福区一家名为“德辉粉店”的粉馆吃粉，
怀疑身体异常现象与粉店的食材有关系。
记者核实到，长沙市开福公安分局伍家
岭派出所和开福食药监局稽查大队已对此事
介入调查。目前，食药监相关部门已查封该
店设备，
警方将店主贺某和几名员工带走。

市民吃粉身体被检出罂粟成分？
11 月 7 日，不少市民都在转发一条消
息，称“一客人德辉粉馆吃完粉后体检，身体
被测出含有罂粟成分，怀疑粉店食材中含罂
粟壳。接举报后，公安、食安等部门对该店
食材进行现场检测，
粉店暂被封锁”
。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涉事的德辉粉馆，
店铺房东和店主母亲等亲属均在场，他们表
示，店主贺某和几个员工确实已被伍家岭派
出所民警带走。记者注意到，店内储存米粉
高汤的桶子和存放食材的柜子已贴上了开
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封条。该局稽
查大队大队长黄海花表示，他们到达现场
时，发现粉店高汤内疑似添加药品，便安排

检测人员对药品进行取样和快检。
据悉，被警方带走的贺某曾称，他没有
在高汤中添加罂粟壳，而为了让米粉“更好
吃一点”，
就在高汤中加了“复方甘草片”。

店主身上搜出几瓶复方甘草片
德辉粉馆附近的居民表示，这家店开了
18 年，平时生意很好，他们早上经常到这家
店吃粉。该店铺的房东称，这家店以前是自
己在经营，后来因为生病，就将这间门面转
给贺某经营。房东称，她不知道贺某有在高
汤中添加药品的行为，
“这次公安来查时，才
听他本人说，
一次（在高汤里）放 10 片。
”
贺某母亲介绍，他们是湘乡人，儿子今
年 40 多岁，店内还请了 4 名员工，她自己有
时也在店内帮忙。贺某母亲说，自己以前喉
咙不好，曾经吃过复方甘草片，
“ 有一点甜
味”。这种药在药店并不好买，需要登记身
份证，一次只能买一瓶。她猜测贺某将药物
放到米粉中是为了让米粉更香。
“ 员工一天
吃两餐饭，我们平时也吃这个粉。”贺某母亲
说。据悉，在派出所内，贺某称自己患病时
也吃过此种药物。
开福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表示，警方从
贺某身上搜出了几瓶复方甘草片，目前该案
件已移交给警方。

其他案例

凉茶中添加药品，
店主获刑半年
记者梳理发现，其他地区不乏将复方甘
草片添加到食品中的案例。据媒体报道，从
2005 年起，黄某在广州南海区里水镇经营凉
茶店。从 2017 年 8 月 20 日开始，黄某先后
向止咳茶和利咽茶添加复方甘草片和阿咖
酚散十多次，并销售。相关部门检查发现，
止咳茶和利咽茶检出吗啡呈阳性，将黄某带
至公安机关。最终，法院判决黄某的行为构
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11 月 7 日，长沙
开 福 区 陡 岭 路 ，德 辉
粉馆的店主指认自家
门店。
▼德辉粉馆厨房
的汤面炉已被贴上
封条。 图/记者曹伟

刑 6 个月，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此外，今年 4 月，广东云浮市云城区检
察院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
犯罪嫌疑人罗某、黄某兰等人依法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罗某、黄某兰从 2015 年起，在广
西平南县购买机械设备，使用处方药复方甘
草片、非处方药维生素 C 片等药物，加工制
作成“罗苗康特效强凉茶、凉茶王、凉茶粉”
等凉茶制品并销售。
记者曹伟

湖南彩民再摘两个双色球头奖
本报长沙讯 近段时间，三湘彩民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硕果累累”。11 月 6 日，这份中奖清单
再次刷新，长沙两位彩民各获 1 注 761 万元的双色
球一等奖。
11 月 6 日，福彩双色球第 2018130 期开奖，开
出红球号码为 5、12、17、18、24、28，蓝球为 12。当
期全国中出一等奖 17 注，单注奖金 607 万余元。
长沙彩民喜中 2 注头奖，且两注均为复式投注，每
注加派奖金 154 万元，奖金合计 761 万余元，中奖
福地为长沙长沙县星沙镇泉塘安置小区 C 区 1 栋
237 号 43015065 站点（1 注）、长沙天心区新韶路湖
光山色 43014330 站点（1 注）。当期，湖南省还收
获二等奖 36 注，
可谓收获颇丰。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9.8 亿元，下期双色球 10
亿元大派奖活动继续。 记者张沁 通讯员木子

科普

长时间持续服用可能会成瘾
为什么吃了添加复方甘草片的高汤，身
体会被检出含罂粟成分？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黄剑臻主任
药师介绍，复方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包括甘草
流浸膏、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苯甲酸钠
等。其中阿片粉和罂粟壳的成分类似，临床
上对干咳、喉咙刺痒等症状有较好疗效，但长
时间持续服用，很有可能形成依赖和成瘾，主
要表现包括让人精神振奋，心情愉悦。停止
使用时，则会产生一定的戒断反应，比如萎靡
不振、打哈欠、流鼻涕、焦虑不安、震颤等表
现，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幻觉等精神症状。除
了成瘾风险，胃炎和胃溃疡患者、孕妇和哺乳
期妇女、儿童，还有其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心脏疾病的人都要慎用。

黄剑臻说，复方甘草片加在粉汤里，能一
定程度上让汤更浓稠，味道更鲜、更香，所以
可能会被某些商家利用。但复方甘草片是处
方药，食药监局对其零售环节有严格管理，
需
要通过医生开具处方才可以购买，
需严格遵医
嘱合理使用。复方甘草片作为药品使用时，
都
要严加注意，更不应添加在食物里使用。
记者搜索发现，2013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曾发布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含可
待因复方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和复方地芬
诺酯片购销管理的通知》，要求这几类药品销
售环节设置专柜由专人管理、专册登记，如发
现超过正常医疗需求，大量、多次购买上述药
品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当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报告。
记者张树波

考场
“橡皮擦”
牵出作弊案
本报长沙讯 近日，郴州警方破获一起集体
作弊案件，作案人员的工具竟是“橡皮擦”
。
9 月 15 日，2018 年度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开考。没多久，监测人员在郴州技师学院监测
到一组疑似作弊信号。随后，巡查人员发现一名
考生有点心不在焉，时而发呆，时而奋笔疾书，还
频频盯着一块“橡皮擦”看。老师觉得非常可疑，
立即上前观察，发现这个橡皮擦并不简单。
经查，涉嫌作弊的考生多来自江浙一带，他
们称接到某培训机构的电话，对方保证拿证率很
高，考前先支付部分费用，考过后还需支付 5 万至
15 万元不等的拿证费用。该培训机构把接收器
发给考生后，让考生买块橡皮，把橡皮包装纸套
在接收器上，
挡住接收器的表面，带进考场。
近日，郴州民警在杭州警方的协助下，将涉
嫌组织考试作弊案的嫌疑人胡某立抓获归案。
警方提醒，组织考试作弊罪是新设罪名，在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记者宋凯欣 通讯员刘平

大学生画7米清明上河图
历时300多个小时，
用完13支笔；
未来想从事画画类工作

单，走出“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
《清明上河图》人物多，构图复杂，画起来
并不容易。规划一段时间后，陈澎开始真正
着手画。
“画图用的 0.2 毫米水性笔不好找，我
花了两天时间，才在一家网店买到 20 支。”陈
澎说，为了省钱，他在网上下载原版的《清明
上河图》，但图上有几处模糊不清，
“ 像打了
马赛克一样”。每次遇到这种地方，他都要
更有耐心，通过自己的想象，将画还原。
一年来，陈澎每天都会花两三个小时作
画，
“天热时，就开两个电风扇作画。”陈澎说，
花了 300 多个小时，
终于完成画作。

本报记者马慧 长沙报道

郴州市嘉禾县普满中学内的炒币“矿机”。图/受访者提供

校长迷上炒币
教室
“挖矿”
拖垮全校网络
正副两名校长受到免职、
党内警告等处分

本报郴州讯 从去年 7 月开始，郴州
市嘉禾县普满中学电教室内总是发出一
阵阵嘈杂的机器轰鸣声，学校用电量也飞
涨。老师们一查才发现，罪魁祸首是电教
室内的 7 台大功率电脑。
原来，这 7 台电脑是校长雷华的，被称
为“矿机”。他之所以把电脑放在学校电
教室内，是为了利用学校网络、无偿使用
学校电力进行以太币“挖矿”，谋取私利。
副校长王志鹏常听雷华说以太币“挖矿”
赚钱，蠢蠢欲动，也买了台电脑，利用学校
电力进行以太币“挖矿”。近日，该学校正
副两名校长受到免职、党内警告等处分。
看着学校逐月攀升的用电量，学校负
责财务联络的总务主任将反常情况向校
长雷华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空调和
烤火炉使用过多所致”
。
后来，又有老师接连反映“学校很多
嘈杂声，严重影响睡眠”
“学校网络上网时
非常卡”……老师们忍不住了，一查才发
现教学楼五楼电教室里，放了 7 台大功率
的电脑，彻夜不休地运行。原来，这 7 台电
脑是校长雷华的。他把电脑放在电教室
内，是为了利用学校网络、无偿使用学校

电力进行以太币“挖矿”
。
嘉禾县纪委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工作
人员曾峥介绍，2017 年 6 月，雷华妻子的表
哥来他家做客，
介绍了
“比特币”
这个赚钱项
目。
“雷华
‘挖’
的是和比特币类似的以太币，
都是网络虚拟数字货币，
主要是通过装有专
业
‘挖矿’
芯片的电脑，
经过特定算法进行大
量运算来烧显卡的方式获得以太币。这种
虚拟货币可以通过国外平台兑成人民币。
”
雷华两口子花了万余元买回一台“矿
机”
放在家里进行
“以太币”
挖矿，
但发现
“矿
机”
功率太大，
每天得消耗近21度电，
于是把
“矿机”搬到学校的个人宿舍。2017 年 7 月
至 2018 年 6 月，
雷华分三次花费 4 万余元又
买了 7 台
“矿机”
。因宿舍太小放不下，
便将
这些新购置的“矿机”放在学校电教室内。
据悉，
从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
8台
“矿
机”
共产生电费14714元，
全部在学校报账。
副校长王志鹏常听雷华说起以太币
“挖矿”赚钱，也买了台“矿机”，并放在学
校“挖矿”。嘉禾县纪委驻县委办纪检监
察组组长李昭军说，
“通过核算，王志鹏使
用以太币‘矿机’产生电费 2444 元，这笔电
费也全在学校报账。
”
近日，
雷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被免去
其党支部书记、
校长职务；
王志鹏受到党内
警告。
记者王欢 通讯员王继华 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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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动画专业的大三学生陈澎正展示前两天
刚画完的清明上河图。去年，陈澎因用圆珠
笔画小龙虾，上了微博热搜。一年后，他又用
13 支黑色中性笔，历时 300 多个小时，画完长
7 米的清明上河图。
“画清明上河图是为了挑战自己，充实大
学生活。”陈澎说，为了这幅画，他几乎每天
都画两三个小时，坚持了一年，
“ 因为有兴
趣，所以坚持，希望以后也能从事与画画有
关的工作”。

开玩笑说要画清明上河图
“我一定要把清明上河图画出来。”三年
前，陈澎在打暑期工时，和同事开了个玩笑，
“当时也没想过真的会画”
。
从小，陈澎就喜欢画画，总是跟着动画片
画卡通人物，还获得了不少奖。高中三年，陈
澎专职学画，但考上大学后，他的画技在同学
中并不突出，
“ 可能因为如此，我才想提高画
技，
不辜负多年的爱好”。
一次写生，他用圆珠笔作画，老师和同学
们都觉得很新奇。之后，
陈澎每天用圆珠笔练
习两三个小时，一年后，画技进步很快。去年
11 月，
他的一幅
“龙虾图”
和
“校园图”
上了微博
热搜，
陈澎因此被称为学校里的手绘大神。
得到认可后，陈澎隐隐觉得，有能力兑现
多年前的“玩笑承诺”。去年双十一，陈澎在
网上看到 50 米的长画卷后，忍不住拍下订

本报长沙讯 11 月 7 日，长沙市民谭女士带
着一面写有“乐于助人 为民解忧”的锦旗，来到
蓝的出租汽车公司，感谢车队管理人员帮她找回
遗失的手表。
11 月 2 日中午 13 点左右，谭女士乘坐蓝的公
司出租车，从长郡双语学校门口去金星路地铁
站。当时她只顾着打电话，又急着赶高铁，匆忙
之间将手表滑落，遗忘在后座。上了高铁后，谭
女士发现手表掉了，便拨打出租车客服电话寻求
帮助。
出租车工作人员调取监控发现，谭女士遗落
的手表被其他乘客捡到带走。谭女士随即报了
案，警方通过结合天网监控终于找到捡到手表的
乘客，帮谭女士找回手表。谭女士说，这块手表
价值 4 万多元，丢了之后特别着急，幸亏工作人员
帮她找回。
记者黎棠

沉迷画画一直单身
陈澎的同学说，陈澎很爱画画，一下课，
就在寝室画。知道他在画清明上河图，虽然
佩服，但并不震惊。因为一直沉迷画画，有女
生拿着自己的照片，想让陈澎帮着画一张，都
被他拒绝，理由是要安心画《清明上河图》。
“所以我一直单身。”
陈澎开玩笑说。
陈澎画《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整个学校
都知道。
“大家打招呼都变成‘陈澎，你的图画
完了吗？’”陈澎说，
这也是作画的动力。而且
因为自己经常上传作画视频，
有老师和学生也
跟着画清明上河图，
“这也算一种成就感吧”
。
画作完成后，
陈澎觉得很开心，
“完成了一
件需要毅力的事情，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
画画
途中，
也有人提出买画，
但都被陈澎拒绝，
他想
将画收藏，
“毕竟是自己画了那么久的。
”
对于未来，陈澎说，希望能继续坚持内心
所爱，
做画画类的工作。

◀ 11 月 7
日，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
院，大三学生陈
澎展示前两天
刚画完的清明
上河图。
图/记者陈正

邮编：
410004

坐出租车丢手表，
多方帮找回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秋冬换季小心孩子患上传染病
本报长沙讯 正值秋冬换季，也是各种传染
病流行的高峰期。11 月 7 日，记者从长沙市中心
医院获悉，医院儿科门诊一天收治约 400 名患者，
其中大多数为呼吸道疾病及流感、腮腺炎等传染
性疾病。
8 岁的涵涵在长沙雨花区一所小学读三年
级，近几天气温变化大，妈妈孙女士特意给孩子
多添加了几件衣物。从上周起，涵涵班上就有不
少同学陆续请假，人数最多时有 9 个。
“上周末，班
主任发了条群信息，说停课一周。”孙女士说，停
课的原因是班上已有 9 个孩子感染上秋冬季常见
传染病毒。
记者从多名家长处获悉，孙女士孩子的班级
不是个例，有的小学有四五个班都因此停课。在
医院，也是同样一番景象。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科
副主任医师曾津介绍，11 月以来，医院儿科门诊
的每日接诊量约 400 人，其中大多数为呼吸道疾
病及流感、腮腺炎等传染性疾病。一看到年龄较
小的婴儿来住院，曾津会多问一句是不是二孩，
“基本一问就是，
家里的哥哥姐姐也有咳嗽。
”
曾津
介绍，
不到一岁的孩子往往抵抗力差，
容易出现感
染。她提醒，
家里有大孩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时，
要避免交叉感染。
记者吴雯芳 通讯员高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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