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博会”期间交通限制
长沙交警5月8日公布“中博会”期间的交通限制措

施。5月17日至5月20日每天的7时至23时， 禁止外籍过
境机动车驶入国道绕城高速公路、京珠高速公路围合区
域内的道路（不含边界道路）。5月17日至5月20日每天的
7时至24时，城区禁止货车通行范围内禁止所有货运车、
专项作业车、工程车通行，原已核发的禁区通行证暂停
使用。 ■记者 黄纯芳

青竹湖路东延线施工封闭半年多
长沙市交警支队5月8日通报，由于青竹湖路东延线

二期工程施工，5月11日零时起至2013年1月10日24时
止，海霞路的金霞路至汉沙路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限制
措施，禁止任何车辆在该路段通行。 ■记者 黄娟

岳麓区招聘150名教师
5月8日，长沙市岳麓区今年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150名，其中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初中）共招
聘教师40名，城区小学招聘应、往届毕业生60名，全部采
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报名时间：5月16日—5月19日共
4天。 具体详情可登录“长沙市岳麓区教育信息网”查
询。 ■记者 贺卫玲

省红会“博爱周”启动
5月8日是第65个“世界红十字日”， 今年的主题是

“红十字———人道的力量”。今天上午，省红十字会向长
沙市金盆岭街道黄土岭小学捐赠《安全知识进校园》书
籍，并正式启动“五·八博爱周”活动。省红十字会副会长
王广宇介绍，该活动还包括组织红十字心理援助中心志
愿者走进社区、 为空巢老人和下岗职工提供心理援助
等。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肖麦秋 黄海燕

本报5月8日讯 到本月15日， 长沙的夜景将更加
亮丽。今日，记者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获悉，该局启动景
观亮化应急建设，对湘江两岸、岳麓山及市区重要节点
增加和完善亮化设施。

由于使用年限久远，近年来，天心阁景区内的灯饰
损坏严重，晚上照明不佳。今日下午，记者在天心阁的古
城阁楼看到，现场搭起了脚手架，施工人员正在安装灯
具。负责此处施工的贺志敏介绍，天心阁亮化设计以金
黄色和暖白色为色调，布置近3000个灯具，重点展现古
城楼阁的屋面形态和古城墙的立面特点。

同时，城管部门还将对湘江两岸标志性建筑增加射
灯，岳麓山的电视发射塔将增亮化设施；新建八一桥、浏
城桥、市人大培训中心亮化工程，其中市人大培训中心
临街建筑将采用数码七彩灯；督促市路灯所加强路灯及
亮化设施管理和维护，确保亮灯率98％以上。

过去的城内建筑的亮化大多采用大功率灯具，不仅
耗电，且维护成本高。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张胜祥
介绍，今年启动增设和完善的灯具，均采用LED节能灯，
亮化效果更好更精致，也大大降低了电力消耗。“市区
政府投资建设的景观亮化工程， 将采用智能监控系统，
统一监测控制。”张胜祥说，根据夏日用电吃紧等实际情
况，适当调节和控制灯饰启闭。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杨人

街头大换灯 三千LED灯照亮天心阁
15日起，长沙夜景更“靓”了

本报5月8日讯 为迎接中博
会，长沙城区38处道路路面、桥梁及
节点启动抢修。五一大道、车站路、二
环线、芙蓉路等多条主干道临时管制
频繁，不少长沙市民早高峰堵在上班
途中。5月15日前，因抢修施工导致的
临时管制将持续发生， 提醒驾驶员
出门避堵别忘听广播看微博。

临时管制坑了上班族
昨日一早， 不少长沙市民被堵

在五一大道芙蓉广场， 由于路面抢
修铺设沥青， 临时交通管制让过往
驾驶员措手不及。 原本公布的封闭
管制时间应该在早高峰前结束，却
持续到上午11点， 因为堵车迟到的
人不少。

得知橘子洲大桥今日凌晨占道
施工，昨天吃了亏的驾驶员学乖了，
大多提前绕了道。结果，营盘路过江

隧道就挤成一锅粥， 而早高峰前按
时恢复通行的橘子洲大桥一片冷
清。

“交通管制应该提前通知，不至
于被堵在路上才知情。”市民读者纷
纷致电本报反映， 占道施工可以理
解，交通管制也无可厚非，希望交通
管制信息能及时发布。

五一大道还有两段管制施工
“经过前两天抢修，五一大道袁

家岭立交桥、曙光路口、晓园路口等
关键节点已经完工， 接下来施工会
影响交通的区域主要是韭菜园路
口、长沙饭店路段。”芙蓉区交警大
队副大队长李乐介绍， 按照原定计
划， 韭菜园路段今天就应该进入施
工期，“一旦施工， 芙蓉立交桥匝道
路段只剩下7米双向通行，无法承受
白天车流强度， 只好临时推迟到今

晚开工。”
至于长沙饭店一段， 目前道路

施工仍处于碎石回填阶段， 要根据
施工的要求确定管制时间。

听广播看微博提前避堵
“沥青铺设完以后需要自然冷

却3到5个小时才能通车。” 李乐说，
一旦下雨，抢修施工将被迫中断。施
工方只能在晴天加快进度赶工，更
加密集的临时管制可能造成拥堵。

“道路路面紧急抢修，一些交通
临时管制信息无法及时发布。”李乐
表示，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施工，交
警部门都会尽力把影响降到最低。

针对天气造成的施工变化和
临时交通管制，交通部门将第一时
间通过电台以及长沙交警官方微
博发布信息。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张湘闽

临时管制多，上班族被迟到

长沙城大抢修 听广播看微博避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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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8日讯 今天下午， 长沙暴雨
如注。不少开车的市民发现，暴雨主要发生
在城市北部地区， 同一时间的城南还是个
大晴天。直到半个小时以后，城南才迎来了
降水，而且强度也明显不及城北。

虽然受降雨影响，天气凉快了一些，但
当天气温仍然高于入夏标准。长沙“入夏”
冲刺今天度过了第三天，省气候中心称，如
果明后两天平均气温高于22℃， 就可以宣
布正式入夏。反之，“入夏”就要驳回，从头
开始计算新的连续5天了。

气温下降但人闷得难受
相对于昨天34℃的高温， 今天凉快了

不少，直到下午4时，长沙最高气温也没有
突破32℃。但是，这种天气呆在室内反而觉
得更加闷热，于是人们纷纷开启了空调。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省气象台表示，
这两天，长沙天空布满了厚厚的云层，导致
空气湿度大，风力又小，有时还是静风，地
面附近的热量难以发散， 闷热之感也就在
所难免了。

出城通道曾一度关闭
今天上午， 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

蓝色预警， 包括长沙在内的湘中北地区在
预警范围之内。

下午， 一阵暴雨如期而至， 路上车辆
行进困难。14点30分，记者冒雨来到曾积水
严重的天心区书院南路与南湖路交叉口。
记者看到， 市政部门已经在此准备了防水
沙包。路面存在一定的积水，但情况并不严
重。另有消息称，星沙收费站再度积水，出
城通道曾一度关闭。

局地有大风冰雹
省气象台预计，5月9日，省内自北向南

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并将伴有强雷电、短
时雷雨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慧分析，本轮强
降雨过程将主要集中在9日， 而且以对流性
降雨为主。 ■记者刘璋景实习生孙茜

暴雨玩飘移，怪天气再袭星城
星沙收费站积水，出城通道一度关闭 降温但人闷得难受，今日再迎强降雨

“我在长沙南， 君在长沙北，
日日思君不见君， 君在淋雨水。
PS：亲们，还在下雨吗？韶山南路
附近依然毫无压力， 你们那还好
吧？雨下到什么程度了？可以看海
了吗？”
———5月8日15时左右，微博“这
里是长沙”留言

中国（长沙）第四届节能科技产品交易博览会将于6
月10日至12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场将展
出各种节能新产品， 市民凭身份证前去可免费领取2只
节能灯。 ■记者 叶子君

逛节博会领免费节能灯

节能连线

资讯集装

①

②

③

① 5 月 8
日， 长沙市芙
蓉中路， 暴雨
中的一对情侣
一筹莫展。

②长沙市
八一桥，一名路
人把椅子顶在
头顶挡雨。

③长沙市
八一桥，被暴雨
淋湿的市民索
性脱下上衣，光
着膀子跑到路
边寻找避雨之
处。
记者 范远志 摄

为 何 会 出
现“南边太阳北
边雨” 的怪天
气？气象专家表
示，这是我省夏
季常见的一种
天气。形成这种
天气主要是局
部地区的对流
云团所致，这种
云团面积不大，
飘到哪里哪里
就下雨。

云团玩飘移
致北雨南晴

释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