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土岭路恢复双向通行

由于轨道交通1号线黄土岭
站工程施工，从2014年4月5日零
时起至2015年1月30日24时止，
芙蓉路的赤黄路口西、 北口实施
交通限制措施， 禁止所有车辆经
路口北往东左转、西往北左转、西
往东直行通行。 取消黄土岭路单
向交通限制措施， 原黄土岭路的
芙蓉路至南湖路路段调整恢复为
双向通行。

留园路部分路段管制

为确保长株潭城际铁路留园
路站施工，从2014年4月4日零时
起至2014年8月31日24时止，留
园路的东二环至金利路口路段采
取交通限制措施， 禁止机动车辆
由西往东行驶。 上述路段采取交
通限制措施期间， 留园路的金利
路口和三湘大道路口禁止机动车
由南往东右转以及由北往东左转
行驶。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清明节将至，记者从长沙
各大墓地陵园了解到，这几天
前来祭扫的市民络绎不绝。而
各墓地陵园除了跟往年一样
提供免费茶水、志愿者引导和
鞭炮换鲜花等服务外，还纷纷
推出了新的惠民举措。

【金陵城市墓园】
低保户免祭祀费用

金陵城市墓园近几年推
出了多项惠民举措，最近在骨
灰寄存楼外出示了一个告示，
针对全市低保户、特困户、70
岁及以上老年人免除祭祀基
本费用。“虽然一次只有5元
钱， 但对这些特殊群体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该园负
责人表示， 符合条件的市民，
可凭社区的有效证明和老年

优待证免除费用。

【潇湘陵园】
鞭炮换“爱心礼包”

今年，潇湘陵园为更大
力度地促进市民采取文明
祭祀行为，推出了“鞭炮换
鲜花”的升级版，将清明文
化、环保意识与传统美德相
结合，发起了一个“心存善
念，老有所衣”的公益活动。
在4月5日-7日活动期间，
市民携带的鞭炮交给陵园
工作人员进行环保处理，潇
湘陵园将以该市民的名义
捐赠善款50元， 同时回赠
绿丝带、鲜花、礼品及证书，
所有募得的善款将全部用
于购买衣物、 食品等物资，
捐赠给敬老院。

【唐人万寿园】
免费提供200个墓位

该园免费提供100个生态
葬（花葬）墓位，免费提供100个
文化葬（壁葬）墓位，这些墓位价
值都在5000元。 这些惠民措施
服务均可通过电话接受申请，
联系方式：0731-83881388。

【上善园陵园】
免费安葬低保户逝者

在长沙市民政局推行基
本殡葬服务消费减免政策之
外，该陵园专门规划了一块墓
地， 免费安葬长沙市低保户、
孤寡老人等逝者。目前活动已
经启动，家庭困难的低保户可
凭有效证明进行申请。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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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13～20℃ 阵雨转多云
株洲 15～23℃ 多云
湘潭 13～22℃ 多云转晴
岳阳 14～22℃ 阴转多云
衡阳 14～21℃ 阴转多云
益阳 13～23℃ 多云
常德 12～23℃ 多云
娄底 15～22℃ 多云转阴
怀化 13～21℃ 多云
邵阳 13～21℃ 多云
郴州 14～18℃ 阵雨转多云
永州 14～21℃ 小雨转多云
吉首 11～22℃ 多云
张家界 11～24℃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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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36 期 本期投注额：16577680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19
251
3172
37068
448437

单注奖金(元)
0

19663
1800
300
20
5

中奖号码 2 6

24895088.98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4年 4月 1日）

排列 3、排列 5
第 14083期 本期投注额：16902886元

奖级
直选
组选 ３
组选 ６

中奖注数（注）
4317
0

7183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0 9 3中奖号码

10 9 3 2中奖号码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5 100000

今日开奖…

停水…

人民路东二环两厢
明日停水

本报4月1日讯 为配合
长沙市政管网配套设施建
设，长沙自来水公司将于4月
3日20:00至4月4日8:00进行
万家丽路改管并网工作， 届时
人民路（浏阳河—东二环）沿线
两厢地区将停水， 长沙大道以
北、 晚报大道以南区域的部分
高远程地区水压、水量将减小，
请用户做好储水准备。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张颐佳

孩子在弯路边玩耍，一
辆越野车缓慢驶过， 竟直接
将孩子卷入车轮底， 司机丝
毫没察觉到孩子的存在，这
段车祸现场视频最近被网友
疯传。而据央视报道，我国每
年至少有1万名儿童死于交
通意外事故， 其中就有与车
身盲区相关的。 机动车是否
真的存在危险的盲区， 在一
定范围内看不到孩子？

【测试】
盲区面积为车身2倍

一个7岁孩子的身高在
1.2米左右，当其蹲下时，身高
约0.68米， 类似交通上的锥
筒。记者现场验证，身高1.7米
的驾驶员分别开家用型轿车
和车身较高的SUV车型，将
锥筒视做正在玩耍的孩子，
并在车周围不同位置摆放，

若驾驶员通过后视镜及转
头的方式看不到锥筒，则
为盲区。

经测试，家用型轿车的
车身四周都有盲区，且形状
也不规则，车头盲区的极限
位置距离车身前端大约为
0.6米， 车尾盲区的极限位
置距离车尾后端大约为5.6
米，比车身还要长1米。车身
的左右前端则各有两块大
小不同的扇形盲区，分别不
足1平方米。 而车身左右后
端的盲区面积则较大，分别
为1.7平方米和3.4平方米，
以上所有区域加起来，竟能
达到车身占地面积的2倍。
随后，记者用同样的方法来
测试SUV车型， 结果整个
SUV车的盲区区域面积加
起来大约为车身的3倍，这
比小型轿车的盲区范围还
要大。

【预防】
孩子别在汽车前后跑

“车身盲区是不可能消除
的，孩子的身形矮小，又缺乏安
全预判能力，易误入盲区。”长沙
某驾校资深教练周洪强说。

如何预防“儿童盲区”造成
的意外事故？周洪强说，对驾
驶员而言，上车前，最好先绕
车一圈观察周边是否有小孩；
开车前，也可探头出窗外观察
车外的情况；在行车到儿童多
出没的小区、幼儿园或是小学
时，要控制车速，及时避让，必
要时鸣笛提醒乱窜的儿童。

周洪强提醒各位家长和
老师，不要让孩子在街道上踢
球、溜旱冰、追逐打闹；不要让
孩子突然从汽车的前面或后
面跑过去，以避免和来往的车
辆相撞造成意外伤害。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昱

省人医儿童医学中心
搬迁扩容

本报4月1日讯 今天上午，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搬
迁扩容，此次搬迁后，儿童医学中
心病床增至400张，比之前增加近
一倍。与此同时，该中心还与世界
医学尖端国家以色列施耐德儿童
医院建立稳定合作关系， 将在疑
难危重病病例探讨和远程会诊等
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提升我省儿
科医学水平。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通讯员 梁辉

迁址…

2014常德桃花节开幕

常德桃花节3月29日拉开序
幕，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万
多名游客。

连续举办多年的常德桃花
节品牌效应明显，目前已成为江
南地区影响最大的桃花欣赏旅
游产品。桃花节期间，旅游区还
准备了桃花源里快乐祈福、桃川
书院体验国学、秦人村童趣游戏
嘉年华、秦人村公议堂民俗节目
表演活动等。据介绍，今年桃花
节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五一”黄
金周，预计整个桃花节期间景区
将接待游客30万人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张佳丽

旅游…

交管…

车生活…

小车有“儿童盲区”，看紧孩子！

清明祭扫推多项惠民举措
祭扫小高峰已现 各墓地陵园针对低保群体有多项免费措施

■制图/王珏

4月2日是农历三月初三
了，三月三，古称上巳节，相传
是黄帝的诞辰， 是汉族和多个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在我们湖南， 三月三的习
俗只剩下荠菜煮鸡蛋了。 民谚
云：“三月三， 荠菜当灵丹。”荠
菜被誉为“菜中甘草”，中医认
为荠菜味甘、性凉，归肝、脾、肾
经，有和脾、利水、止血、明目等
效用。 ■记者 周月桂

节气…

今日三月三
荠菜煮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