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6日， 市民在长沙滨江文化园休闲游玩。目
前，该园内的长沙规划展示馆、长沙市图书馆已对外开
放。长沙市音乐厅、长沙市博物馆将于12月28日建成
开放。 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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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连线

本报12月6日讯 地铁3号线、地
铁4号线、 长株潭轻轨建设施工以及
岳麓大道部分路段和桐梓坡路（银盆
路至西二环）提质改造施工，给长沙
河西片区交通带来很大压力，长沙交
警发布了河西片区交通出行提醒。

桐梓坡路施工
●东西方向尽量走与桐梓坡路

平行的岳麓大道、银双路、咸嘉湖路；
●前往岳麓一小接送学生的家长

车辆，尽量将车停在望岳路、谷峰路；
●咸嘉新村小区居民驾车出行

尽量走岳麓大道、银双路、望岳路出
行，避开单行施工的桐梓坡路；

●前往湘雅三医院的车辆，建议
从银双路上的北门或岳华路上的东
门进入医院。

地铁4号线施工
●长望路站施工路段占用潇湘

大道长望路以北路段部分路幅，施工
期间双向四车道通行；

●茶子山站施工路段即将进入
一期施工，期间道路双向各留有一条
5米宽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混合
车道，可绕走北侧佑姆塘路、南侧的
含光路，或绕走银杉路、滨江景观路；

●湖大站、师大站现为预备期施

工，对车辆通行暂未造成较大影响。

地铁3号线施工
●阜埠河路站占据了阜埠河路

的南侧和北侧各一股车道；
●清水路站占据了后湖路（清水

路口至靳江路口）路段路幅，目前只
允许南往北通行，北往南车辆请绕行
中南大学校内的便道通行，也可绕行
清水路后上麻园路再上靳江路；

●南二环站占据了后湖路（丰顺
路口至南二环路口） 道路部分路幅，
施工路段双向两车道；

●洋湖大道站和洋湖区间站占
据了坪塘大道中间车道的路幅，现为
双向四车道通行。

长株潭轻轨施工
●雷锋大道站施工路段双向四

车道通行，对通行有一定影响；
●市政府站占据了杜鹃路的路

面，杜鹃路南半幅双向四车道通行；
●在杜鹃路和银杉路口交会处

的滨江新城站轻轨施工占据了杜鹃
路（岳华路口至银杉路口）部分路幅，
地铁施工占据了银杉路的部分路幅。
银杉路的杜鹃路口南北双向通行压
力大，建议绕行潇湘北路、含光路通
行。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万颂华

本报12月6日讯 明
天便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大雪节气。大雪时常见降
温、大雪、冻雨、雾凇等天
气现象。但我省的大雪时
节并没有雪，只有雨。未来
一周，我省有两次降雨过
程，气温也会逐渐上升。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
一周我省以过程性降雨为
主，7至8日省内将出现大
范围大雾，8日晚至10日白
天、12日至13日省内有2次

降雨过程。 气温呈上升趋
势，无明显冷空气影响。

大雪已到了“进补”
的好时节。 冬季进补不
要一味补温阳的食物，
也要适度滋阴， 例如在
汤水药膳中加入马蹄、
甘蔗、萝卜等，可以创造
平衡的饮食环境， 有利
于更好地保健养生。同
时可吃一些山楂， 提高
机体免疫力，增强体质。

■记者 彭可心

河西出行请看清施工绕行线路

本报12月6日讯 今日上
午，伴随泵机将最后一管混凝
土注入长株潭城际铁路开福
寺站， 城铁开福寺站宣告封
顶，标志着长株潭城际铁路最
后一座地下车站主体结构完
工。根据计划，长株潭城际铁
路长沙火车站以南段将在
2016年开通， 以西段在2017
年开通。

开福寺路交通暂不能恢复

上午11点， 长株潭城际
铁路开福寺站封顶。 该站
2013年7月开工， 高峰期时，
曾有400来号工人同时作业。

施工方中铁隧道集团的
项目负责人陈长强介绍，开
福寺站施工刷新了长沙市
地下车站建设的多项施工
纪录：车站建筑总面积近2.7
万平方米， 相当于4个足球
场大小， 浇筑混凝土超过7
万立方米，是长沙市浇筑混
凝土方量最大的单个地下车
站。

接下来，主体完工的开福
寺站将进入出入口等附属施
工，并准备迎接从留园路出发
向西掘进的盾构机。

根据计划， 在盾构到站、
车站附属完工后，开福寺路的
交通将恢复原状。

可换乘地铁1号线

未来乘客坐城际铁路到
开福寺站后，可以出到地面后
换乘长沙地铁1号线。

东西走向的长株潭城际
铁路与南北走向的地铁1号
线在开福寺站十字交叉，让
开福寺站成为目前长沙市
唯一城际铁路、地铁两用车
站。

就具体位置而言，相当于
地铁从地下负二层穿过，城铁
从地下负三层穿过，地下一层
为设备配套和管理站。两条线
路十字交叉，但两座车站各自
独立， 两座车站计划采用1号
出入口实现无缝换乘。乘客从
地面进入1号出入口后， 左转
直达地铁车站，右转往下到达
城铁车站。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杨振伟 李国华

相关链接

长株潭城际铁路一期工
程全长约95.5公里， 其中长
沙段长约43.5公里。 长沙段
共设12个车站， 包括地下车
站8个，地面、高架车站4个。
后来增设的长株潭城际铁路
西延线雷黄段有车站3个。按
照计划， 长株潭城铁长沙火
车站以南线路有望于2016年
通车，长沙火车站以西、包括
西延线在内的线路力争2017
年完工。

长株潭城铁开福寺站封顶
城铁最后一座地下车站完工 开福寺路交通暂不能恢复 今后可换乘长沙地铁1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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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无雪，大雾来袭
未来一周我省气温逐渐上升

滨江文化园即将全面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