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长沙市政筹备处长
鲁岱参与了1928年重建工
作，其次子鲁夫及三女鲁文
特意从河北赶过来。“父亲
生前为天心阁重建花了很
多心血，我们也是想在这里
回忆下父亲。”鲁夫说。

1928年时，原湖南省主
席鲁涤平决定再次重建天

心阁，并且委任鲁岱为市政
筹备处长， 呈请省府拨款
6000元完成。鲁岱曾在《长
沙辟市琐忆·请款修完天心
阁》一文中说：“民国十七年
……我命第二科造一完成
三阁的预算， 呈请省府拨
款，以便施工。五六千元的
预算，在省府例会顺利地通

过了……”
鲁文说，“父亲不止一次

地跟我们说过：‘做事， 实事
求是最重要。’”在她心中，父
亲鲁岱才华横溢、样样都行，
“我一直将父亲看作自己的
榜样。今天在阁楼前面，看着
父亲曾努力修建过的天心
阁，更加怀念父亲。”

12月1日， 是天心阁重
建30周年纪念日。1983年2
月，高级工程师阎家瑞设计
的天心阁动工，次年的12月
1日落成。 今年87岁的重建
工程师阎家瑞和当年的功
臣之后齐聚天心阁话当年
的老历史。 阎家瑞带来了
1982年所绘的重建天心阁
老图纸，“当时就是照着这
个图纸建设，才有了今天的
天心阁。”

围绕着现在的天心阁，
很多老市民一直有两个疑
问。一是现在的天心阁好像
比文夕大火前要小了很多，
二是副阁比重建前有了些
变化。 阎家瑞指着图纸笑

说：“这两个疑问今天都能
说明白。”

1981年底，天心阁的重
建工程落到了当时的长沙
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大方向
定为按文夕大火前的原阁
复建。根据一位老人提供的
1928年天心阁原阁大幅正
立面照片以及1956年长沙
市天心公园地形图，他开始
了重建设计。“原阁虽然已
在大火中烧毁，但麻石基座
还在，尺寸非常具体。”照着
地形图，阎家瑞又实地测量
了一遍，绘制图纸。“1983年
重建的天心阁比1928年的
一寸都没有小。”

12月1日， 阎家瑞带来

的8张图纸都是1982年绘
制的。“当时花了近一年时
间才绘完。” 阎家瑞指着其
中一张正立面图说，“原阁
和副阁离得很近，从侧面看
根本看不到主阁，所以重建
时我们做了小改动，将连接
主、副阁的通廊加长，阁后
留了大片空坪，把副阁建得
矮了一些。”也因此，有老市
民说副阁与之前看不太一
样。

1987年，天心阁重建工
程获得了省优秀设计一等
奖。阎家瑞还留着当年颁发
的简单“奖状”，“这表示我
的设计受到了肯定。”

■记者 彭可心

12月1日，阎家瑞展示他1982年所绘的重建天心阁老图纸。 记者 童迪 摄

花絮 天心阁前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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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交通改造A08

开车出行的市民朋友要注意了， 长沙火车南站周边道路拥堵日趋严
重。春运之前，交警部门拟封闭改造花侯路10个绿化带开口，并增加电子警
察和监控，还将扩大火车南站周边禁止货车通行范围。建议市民多选择公交
和地铁出入火车南站。

核心提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公司拥有对湖南华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截至公告日债权本金余额 25，990，000 元及收益
7，474，372�元， 该笔债权抵押物为在建工程抵押
28 套别墅， 建筑面积 10028 平方米，（评估价：
9768.06 万元， 权利价值 3478 万元）。 2013 年 11
月我分公司提起诉讼， 并已查封 28 套别墅及项
目 240 亩土地，240 亩其中有 30 亩二期属未开发
住宅用地，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现予
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协议转让，一次性付款。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境内外有意向投资者， 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

自 2014 年 12 月 2 日起至 12 月 15 日止公告
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黄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4845085。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731-8484507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4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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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天心阁一寸都没小”
天心阁重建30年，重建功臣及后人齐聚
专家持重建设计图说当年历史

本报12月1日讯 到2016
年底，市民在长沙火车站除了能
换乘地铁2号线外， 还能换乘长
株潭城际铁路。近日，长株潭城
际铁路沿线车站站房开始施工
招标。长沙火车站东侧将新建一
座站房以迎接城际铁路通过，
长沙火车站也将进行装修改造
以打通与城际铁路的联系。

长株潭城际铁路全长95公
里。 线路以京广铁路长沙站为
中心，在湘江以东向南过暮云，
一路沿京广铁路接入株洲站，
并延伸至七斗冲站； 另一路自
暮云跨京广铁路、过昭山，引入
既有湘潭车站。另一头，线路自
长沙站向北并行京广铁路于德
雅路前以隧道方式进入地下，
沿开福寺西行，穿湘江后，沿杜
鹃路经长沙市政府北侧至雷锋
大道站。

长株潭城际全线共有21座
车站，其中地下站8个、高架站7
个， 其余为地面站。8个地下站
已在此前招标， 此次进行招标
的除了新建的长沙站、 中信新
城站等12座车站的站房及站台
雨棚外，还将对既有长沙、株洲
站站房进行装修改造。

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火车
站以南至株洲、 湘潭的线路将
在2016年底通车。届时，长株潭
三市将进入半小时通勤圈。

■记者 叶子君

长沙火车站东侧
将新建城铁站房

21座车站：长沙市范
围内设长沙、树木岭、香樟
路、湘府路、汽车南站、中
信新城、 生态动物园、暮
云、开福寺、滨江新城、市
府、雷锋大道共12个车站；
株洲市设白马垄、时代、云
龙、株洲、七斗冲5个车站；
湘潭市设昭山、 荷塘、板
塘、湘潭4个车站。

本报12月1日讯 长沙火车南站周边
道路拥堵日趋严重， 特别是长沙大道、香
樟路等出入主城区通道。春运之前，交警
部门拟实施封闭调头路口、 扩大火车南站
周边禁止货车通行范围等优化措施。 建议
市民多选择公交和地铁出入火车南站。

【封闭】花侯路封闭8个路口

花侯路的机场高速至湘府路全长4.8
公里，共有17个中央绿化带开口，拟封闭8
个，改造2个，保留7个。

具体为：在花侯路黎锦苑小区前、劳动
路口往南、支路8路口、长托路口至支路12
之间、支路12至支路13之间（共5处）的人
行横道线路中央增设立柱，只允许行人、非
机动车通行，禁止机动车调头、横穿。

在花侯路老潭白路口增设人行横道
线，并加装中央立柱，只允许行人、非机动
车通行，禁止机动车调头、横穿。

封闭花侯路湘凤路口以南的北往北调
头口（只保留南往南调头口）、杜花路口北
往北、南往南调头口（全封闭）、花侯路湘绣
路口以北的南往南调头口（只保留北往北
调头口）、支路14路口处的调头口。

【监控】增设电子警察、电视监控

花侯路机场高速路口设置电视监控，
在火车南站周边路口、路段增设电子警察。
花侯路沿线交通信号灯全部更换为智能信
号灯， 纳入智能信号控制系统三期建设范
围，提高通行能力。

同时，湘府路的花侯路路口增设信号
灯， 湘府路的京港澳高速跨线桥桥东、桥
西增设隔离水泥墩， 杨子路口调整为右进
右出，左转车辆到两头调头。完善川河路的
劳动路至香樟路路段信号灯、标志、标线等
交通设施。

【调整】车站周边道路禁货

调整火车南站周边有关道路的禁止货
车通行规定。每日7时至22时，禁止外籍载
货汽车及中型、 重型本籍载货汽车在机场
高速京港澳高速公路至红旗路路段南北辅
道通行。 在已实行的全市禁止货车通行范
围的基础上， 适当扩大火车南站周边禁止
货车通行范围。

在粟塘路口、潭白路口、劳动路口、曲
塘路口、湘凤路口、湘绣路口、香樟路口增
设禁货、禁摩、禁拖拉机、禁农用车、禁人力
三轮车、禁停等标志，在长托路口、湘府路
口设置禁外籍货车、中、重型货车，禁停标
志。 ■记者 黄娟

长沙火车南站周边道路拟优化
花侯路10个调头路口封闭改造 车站周边道路纳入限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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