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礼实验中学
招聘34名教师

本报2月26日讯 长沙市雅礼
实验中学面向社会招聘34名教师，
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2014年3月
12日， 通过邮箱进行网上报名，网
址：ylsy2013@qq.com。

雅礼实验中学与雅礼中学毗
邻而立，为原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侯家塘校区，学校直属长沙市教
育局，为公办初级中学，由雅礼中
学统一管理。2014年将招新一届初
一年级， 各学科均需要较多教师，
特别是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具
体详情可登录雅礼中学官网查询。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天心区司法局招14人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今日从
长沙市天心区司法局获悉，该局公
开招聘编外聘用工作人员14名。

其中辖区12个街道司法所专
职社区矫正工作者各1名， 社区矫
正中心工作人员2名。 如果你年龄
没超过35周岁， 持有大专以上学
历，可携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原
件及复印件各1份，1寸近期免冠照
片3张报名。 此次招聘的报名时间
为2月26日至2月28日， 报名地点：
长沙市湘府中路298号天心区政府
机关南栋4楼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
作 科 2418 房 间 ， 咨 询 电 话 ：
0731-85899424。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艳

招聘…
1月报告红眼病84例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从
湖南省卫生厅了解到，我省1月
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总体信息报告中， 丙类传染
病中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共报
告84例。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俗
称“红眼病”，主要由肠道病毒
引起，极易在学校、幼儿园等集
体单位和公共场所传染。 目前
正处于“红眼病”的高发季节。

省疾控专家介绍，“红眼
病”起病急，潜伏期短，一般在
数小时至24小时内发病。“红眼
病”患者应进行隔离，尤其是在
学校、幼儿园等机构。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健康…

… 链接

2月26日上午，长沙市五一大道，城市上空蒙着一层浓雾。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李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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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8～14℃ 多云转阵雨
株洲 9～16℃ 多云转小雨
湘潭 9～13℃ 多云转小雨
衡阳 9～15℃ 多云转小雨
岳阳 9～12℃ 小雨
益阳 10～12℃ 阴转小雨
常德 10～12℃ 小雨
娄底 8～10℃ 多云转阵雨
怀化 9～11℃ 阴转小雨
邵阳 8～12℃ 阴转小雨
郴州 9～13℃ 阴转小雨
永州 9～16℃ 多云转阵雨
吉首 9～12℃ 小雨
张家界 10～12℃ 小雨

湖南14市州明日天气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4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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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开奖…

本报2月26日讯 “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前， 记者从省总工会
法律保障部获悉， 今年为女职工设
特殊医疗补助： 只要交10元互助
金，在保障期内，参加人初次发生原
发性乳腺癌、子宫癌、子宫颈癌、卵
巢癌、输卵管癌、阴道癌等六种癌症
之一的， 便可一次性获补助金1万
元，大约40万女职工将受益。

据了解，凡是符合原来参加女
职工特殊疾病保险条件的所有女
职工，包括退休女职工、未参加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女职工均可参
加这一补助，改制后进入社区的女
职工可8人以上(含8人)由社区工会
或当地工会组织参加。

如果女职工参加了工会职工
医疗互助，还有必要参加特殊疾病
保障吗？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部长
罗华介绍，这两项不矛盾、也不影
响，女职工除了获得1万元补助，住
院发生的费用仍可按照职工医疗
互助活动的补助标准获得补助金。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月红

本报2月26日讯 雾
锁长沙！ 今天的大雾给整
个长沙城区笼上了一层神
秘的面纱， 但有不少市民
分不清是雾是霾。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
了解到， 今天长沙的相对
湿度达到95%， 笼罩长沙
的是“雾”不是“霾”，相关
专家就大家关注的问题进
行了解答。

疑问１
因雾闯红灯会被罚吗

今天早上7时，长沙大
雾， 而因雾闯电子眼而被
拍的人，会被处罚吗？

交警徐雄告诉记者，
路地面停车线前后埋设有
感应线圈， 当前方红灯亮
起，车辆轧过感应线圈时，
就会触动电子眼拍照。“如
果电子眼能拍清， 人眼肯
定能看到信号灯， 这样被
拍， 处罚也就没什么好说
的了。”该交警称，大雾会

影响电子眼的“视线”，交警
会适当拉近镜头， 保证拍到
的信息准确无误。 在雾确实
很大影响视线时， 电子眼拍
摄的照片证据不会作为证据
使用，也就不会处罚。

疑问２
大雾天为何空气良

今天上午8点30分，长沙
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却
出奇的好， 全市九个站点的
污染指数全部在80以下，空
气质量二级，良。

看着雾蒙蒙的市区，空
气质量为啥比晴空万里的时
候还要好？对此，长沙市环保
局解释称， 导致今天能见度
变差的是弥漫的雨雾， 一般
在雨不是很大的时候发生。
湖南省专业气象台台长邓晓
春介绍， 由于雾和霾都伴随
着能见度下降， 所以市民容
易将二者混淆。 而判断雾和
霾的区别一般以能见度和相
对湿度的数据作为参考。一

般情况下， 当大面积观测到
的空气相对湿度大于90%
时，以雾为主导 ；当大面积
观测到的空气相对湿度低于
80%时，则霾为主导。

疑问３
会有超长连阴雨吗

近年来， 湖南入春后频
遇像雾、 像雨又像霾的阴雨
天气，尤其是2012年，罕见的
连续72天“烟雨蒙蒙”，今年
会不会重演？

湖南省气象台介绍，结合
当前的气象资料，专家普遍认
为，今春我省降雨较往年有所
偏少，气温也偏高，因此出现超
长连阴雨的概率不大。而这并
不代表连阴雨天气将会削弱，
连阴雨是长江中下游流域春
夏季的气象特点，年年均会发
生，只是时间、空间分布有所不
同，有些年份连阴雨显著，有些
年份连阴雨不太显著。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璋景

长沙大雾封城，是雾非霾 若借雾闯红灯，照罚不误

今春难现超长连阴雨
医保…

交10元获1万医疗补助
我省女职工将享特殊保险

成品油价格上调
93#汽油涨了1毛6

本报2月26日讯 国家发
改委今天发出通知， 决定从26
日24时起，汽、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提高205元和200元，测算到
零售价格90#汽油和0#柴油，每
升分别提高0.15元和0.17元。这
也是成品油价格2014年第一次
上涨。

调价之后， 湖南市场上成
品油的具体价格为：93#汽油7.65
元/升；97#汽油8.13元/升；0#柴
油7.35元/升， 涨幅分别为0.16
元/升、0.17元/升、0.17元/升。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侯小娟

油价…

本报2月26日讯 今
日， 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就一些道路实施大
客车专用车道管理措施及
车辆相关行停规定发出通
告。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
17条大客车专用车道两侧
施划黄色虚线，车道内施划
“大客车专用” 白色文字标
识，并设置“大客车专用车
道”指示标志。设置有大客
车专用道的路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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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条道路为全天大客
车专用道:蔡锷路、车站路、

解放路、城南路/西湖路、麓山
路、岳麓大道银盆南路至潇湘
大道路段、五一大道爱民路至
枫林路路段。禁止除大客车和
校车以外的其他车辆在专用
车道内行驶。机非混行的大客
车专用车道，非机动车可在专
用车道靠右侧行驶。

12条道路为限时大客车
专用道:书院路、芙蓉中路、韶
山路、万家丽路、三一大道、晚
报大道、人民东路、金星路、银
盆南路、桐梓坡路、岳麓大道
的望岳路至银盆南路路段、五
一大道的车站路至湘江大道
路段。 每日7时至9时时段和
17时至19时时段内， 只允许
大客车和校车行驶，禁止其他
车辆在专用车道内行驶。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交通…

长沙17条大客车专用车道管理出新规
其他车辆分时段禁行

新增AB证驾驶员
实习期满须考试

2014年已经过去近两
个月，2013年新考取大中型
客货车驾照员的一年驾驶实
习期也陆续到期。 长沙市交
警支队提醒， 根据2013年元
旦实施的新交规，新考取A1、
A2、A3、B1、B2驾照的驾驶
员， 一年实习期满后的30日
内， 须参加驾驶证实习期满
考试。 逾期不参加审验仍驾
驶机动车的， 可对驾驶员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