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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25-32℃

中雨转雷阵雨

南风

后天

25-32℃

雷阵雨转多云

北风

今天

27-35℃

多云转雷阵雨

南风

气象台消息： 长沙这周仍然是连续

的阴雨天气，但是温度却没有下降，徘徊

在25-35℃之间， 导致天气又闷又热。这

种又潮又湿的高温天气， 让不少人都出

现了乏力、头疼、厌食、腹泻等症状。医院

门诊记录显示：由于“湿热”引发疾病前来

就诊的人日益增多。

中医专家提醒：夏天人体阳气旺盛，

在这种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中，很容易

受“湿热”的侵袭。出现浑身无力、食欲下

降、心烦、头昏等症状。另外，夏季人们都

喜欢吃生冷食物， 也容易导致“湿热”产

生。我们夏季经常遇到的感冒（热伤风），

空调病等，大多也是因“湿热”而起。要防

止湿热侵袭，除调整饮食、作息外，可以备

上几盒太极藿香正气液， 它能解表化湿，

对湿热引起的这些疾病效果很好。

连续阴雨天，温度居高不下

专家提醒：防湿热，保健康

本报6月22日讯 “洋湖垸大大小小

的湖可真不少，大湖连着小溪、小溪连着

小水池，湖上和小溪上到处是桥……”头

一次看到湿地公园的市民刘女士感叹。

今天上午， 位于长沙猴子石大桥旁的洋

湖垸湿地公园一期正式对外开放， 本报

读者成为首批游客。

洋湖垸一期占地66.2亩，主要为生态

休闲区，区域分为水景和陆景两大块，由

“一台一榭二亭二廊十三桥”分开。这也

是湿地公园最大的看点。 据工作人员介

绍，一台即水上小舞台，位于电瓶车道中

央，面积1600平方米，供游人亲水观赏湿

地美景；“一榭”：是指醉花榭；“二亭”：是

指揽秀亭和秋雪亭， 揽秀亭在休闲区中

央的湖中， 是一期景观最高处， 站在亭

上，可以将整个湿地公园一期一览无余；

“二廊”： 是指水上长廊和自然展廊；“十

三桥”：十三座木式结构的小桥则拉通了

休闲区内水系与陆线，连接了水景花园、

生态展园、自然展园的水景与陆景。

目前，湿地公园形成3条游道，即：3

公里的步行游览线，1.2公里的电瓶车道

和2公里的水上游线，3条游道给游人提

供了多种方式参观湿地休闲区， 同时也

各有特色， 游人可按照自己的喜好方式

来参观。 据悉，湿地公园目前正在进行最

后扫尾，暂时只接受团队游客预约参观，

湿地公园不售票，免费对外开放。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夏小童

洋湖垸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去看吧

6月22日，长沙市洋湖垸湿地公园正式开园。 记者 田超 摄

建城

本 报 6 月 22 日 讯

2030年， 长沙的大河西先

导区是啥样？ 今天上午，大

河西先导区规划展示馆正式对外开放，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等长沙

市各部门负责人成为首批游客。

漂亮的潇湘大道向南延伸， 城市轻

轨、地铁建好了，跨江大桥完工……在该

馆4D影院， 近百位观众戴上3D眼镜，带

着好奇观看19年后的先导区。 精心制作

的4D影片“大河之梦”，用声光影电高科

技技术， 向观众展示了大王山旅游风景

区、 洋湖垸湿地公园、 岳麓山风景名胜

区、 梅溪湖国际服务区和滨江金融商务

区等新区。在规划展示馆，观众还可以通

过多点触摸桌、幻影成像、全景沙盘等方

式了解先导区的现在和未来。

据了解， 先导区规划展示馆用地面

积21820.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37.93平

方米，展示区分3层，布展面积6000平方

米。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夏小童

19年后的河西先导区是啥样

先导区规划展示馆告诉你“大河之梦”

本报6月22日讯 35℃！

今天省会长沙阳光火辣且闷

热。不过，午后湘西北、湘南

的永州、郴州等地已出现雷阵雨。即使下

雨，也带着几分暑气，给人的感觉更加湿

闷难受。

明后两天，受副高减弱东撤及第4号

热带风暴“海马”外围云系影响，省内有

一次较明显降水天气，其中自治州、张家

界局地明天有大到暴雨； 明晚到24日雨

区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除湘东南多云天

气外，省内均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

湘北局地大到暴雨。

俗语说“不过夏至不热”。今天午后2

时省内35℃、36℃的高温比比皆是，但这

还只是炎热天气的开始。气象专家表示，

夏至这天虽然白昼最长，太阳角度最高，

但并不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 真正

的暑热天气是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因

为接近地表的热量，这时还在继续积蓄，

并没有达到最多的时候。

保健专家说，夏至后，多吃“苦”味蔬

菜，可起到清热、提神醒脑的作用。因为

气温升高后，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饮

食适宜清淡， 应少食油腻的食物， 像莴

笋、芹菜、丝瓜、鳝鱼、鸭肉等都是比较适

宜的食物。

■记者 胡信锋 通讯员 谭萍

“海马”来了，今明我省有雨

气天

生

活

表

情

6月22日，长沙市蔡锷北路，虽然天热很多人不想运

动，但是想出门转悠一下的心情却丝毫不减。这不，一市

民骑着电动小三轮就上街Let's��go了！ 记者 李丹 摄

Let's��“狗”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6054 60

生

肖

乐

下期奖池：28766404.74元

下期奖池：319871133.08元

超级大乐透第 11072期

本期投注额：103091748元

超

级

大

乐

透

中奖号码：03��11��13��20��35��+�03��08

奖级

0

0

30

5

45

10

253

58

4863

1560

19603

6427

260568

83076

2789564

0

0

163834

98300

26502

15901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6月 22日

派送一等奖 0����������������������������0

派送追加一等奖 0���������������������������0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1166期

本期投注额：29685066 元

中奖号码 8� 2� 6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13507 １０００

组选 3 0 ３２０

组选 6 15154 160

中奖号码 8� 2� 6� 8� 6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61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22选 5第 11166期 本期投注额：202114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22

2631

47137

单注奖金（元）

28323

５０

５

中奖号码：01 07 08 10 16

本报6月22日讯 长沙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今

日通报，三一大道、晚报大

道、桐梓坡路将推行大客车专用车道，途

经三条道路所有大客车只能在专用车道

内行驶和停靠。

从2011年6月26日起，三一大道的东

风路至德雅路路段实施大客车专用车道

管理措施；2011年6月30日起， 晚报大道

的车站路至万家丽路路段、 桐梓坡路的

银盆南路至西二环高架桥路段实施大客

车专用车道管理措施。

上述道路所有大客车只能在专用车

道内行驶和停靠， 当专用车道内发生车

辆抛锚、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时，允许大

客车借用紧邻的机动车道通行。

值得注意的是： 每日7时至9时段和

17时至19时段内， 大客车专用车道内只

允许大客车行驶， 禁止其他车辆此时段

在专用车道内行驶； 其他时段允许其他

机动车辆借道专用车道行驶。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宋元

三一大道等推行公交专用道

除早晚高峰，其他车辆可通行

交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