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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连线

残疾人春节联欢会进社区
本报1月26日讯 今日上午，一场别
样温馨的残疾人春节联欢会，在长
沙开福区创乐福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举行。 在长沙市残联的指导下，
阳光音乐团负责人、盲人杨德才组
织队员认真排练出18个精品节目，
进入社区、农村、单位、敬老院，慰
问空巢老人和残弱群体。记者 张文
杰 实习生 蒋莹映

本报1月26日讯 建设标准化
粪池、配建文化活动中心、增设公共
垃圾箱……长沙市城乡规划局今日
就《长沙市小城镇公共设施配置规
划导则》及《长沙市村庄整治规划技
术导则》进行培训，村镇建设将有规
可依。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蒋莹映 龚楚乔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熊双

本报1月26日讯 今年春
运期间， 春节前和返程将形成
相应高峰， 节前高峰期预计出
现在2月4日； 春节七天长假的
最后两天（2月12、13日）为返
程高峰 。高速交警提醒，湖南
高速公路部分点段可能会出现
车多拥堵、通行缓慢的情况。

这些卡口、收费站、路段
流量大

1、省际卡口、省际收费站：
G4京港澳高速小塘收费站（郴
州）、 羊楼司收费站（岳阳）；
G60沪昆高速金鱼石收费站
（株洲）、 新晃收费站（怀化）;
S31宜凤高速堡城收费站（郴
州）；G55二广高速南风坳收费
站（郴州）；S11平汝高速井坡收
费站（郴州）。

2、重点收费站：长沙各主要
进出城收费站：长沙、雨花、李家
塘、学士、长沙西；省内流量较大
的收费站：沪昆高速湘潭北收费
站、京港澳高速岳阳收费站。

3、高速公路路段：G4京港
澳高速湖南段、G60沪昆高速
湖南段、G5513长张高速长常
段；G55二广高速邵永段、G65
包茂高速吉怀段；以及S50长韶
娄高速、长永高速、长浏高速等
长沙周边的高速路段。

4、枢纽互通：G4京港澳高
速与G60沪昆高速交汇的殷家
坳互通；G60沪昆高速与S61岳
临高速交汇的塔岭互通；G60

沪昆高速与G55二广高速邵永
段交汇的梽木山枢纽互通。

避堵可以这样绕行

往湘潭方向： 长潭西高速
或者107国道出行，以避开京港
澳高速长潭段、 沪昆高速湘潭
段的车流高峰。

往株洲方向： 长株高速或
107国道出行，以避开京港澳高
速长潭段的车流高峰。

长沙往岳阳方向： 高峰时
期可选择从107国道绕行，去往
平江等地的驾驶人可以选择经
S20长浏高速至枫浆桥互通转
S11平汝高速抵达平江，去往岳
阳的亦可以选择S11平汝高速
出行，沿S11平汝高速北行至湖
北通城境内转G56杭瑞高速西
行至岳阳桃林境内的金屋互通
转G4京港澳高速南行至岳阳，
以避开流量较大的京港澳高速
临长段。

长沙往湘西、 张家界、常
德、益阳方向的车辆：可以选择
经319国道出行，或在益宁城际
干道与益阳绕城高速金盆山互
通上益阳绕城高速绕开资江二
桥、 朝阳收费站互通等拥堵路
段， 在迎风桥枢纽转回G5513
长张高速西行， 以避开长张高
速长益段的大流量车流。

往怀化、娄底方向的车辆：
可以选择长韶娄—娄怀高速直
抵目的地。

往郴州、衡阳、永州方向：
请尽量选择岳临高速出行，以
避开京港澳高速的车流高峰。

本报1月26日讯 今日上
午，长沙交警在岳麓区祥安停车
场依法对交警机动大队等扣留
的274台涉牌涉证交通违法车
辆进行销毁，其中假牌套牌的士
共77台、卡宴7台、路虎4台、奔驰
9台、宝马2台等其他超期未接受

处理的车辆。这次被销毁的假牌
套牌车辆已报财政审批并依法
公告，当事人未提交合法有效手
续，且未按时接受处理。

长沙交警2015年共查扣假
牌套牌的士112台，行政拘留60
人。 ■记者 黄娟

本报1月26日讯 记者
从广铁集团获悉，1月26日，
随着最后一列来自太原的临
客车底开进广州车辆段，至
此全国铁路支援广铁春运的
46组临客车底已全部抵穗，
经广铁车辆部门检查验收
后，随时可上线运行。

今年春运， 铁路总公司从

各铁路局共调配46组共计860
辆客车到广州支援广铁春运，
所有车底将重新编组， 主要用
于加开列车运输，将由广州、广
州东、深圳、深圳西、东莞东等
车站出发，主要开往成渝、湘鄂
等方向。所有临客车底上线后，
日均增加运能约39万人。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李盛家

高速交警发布春运指南：2月4日出现节前高峰，2月12日、13日为返程高峰

开车回家，注意避开这些拥堵路段

1月25日， 新宁作家李龙生接到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通知，他编撰的40集电
视连续剧《魏源》已申报备案，并向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报了“2016-2020
年重点电视剧选题规划”。

魏源是清代启蒙思想家、 政治
家、文学家，邵阳隆回金潭人，近代
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编写了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
世界历史地理的巨著《海国图志》，
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新
宁作家李龙生多年收集素材， 苦心
笔耕，创作了20余万字的人物传记
《魏源》，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好反响。

省委宣传部、邵阳市委宣传部对
人物传记《魏源》给予了充分肯定，希
望作者将《魏源》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并要求：“打造经典名剧， 上央视一频
道，力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接
受任务后，李龙生再次深入魏源生前
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湖南隆回、上海、
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广泛搜集资料，
并与熟悉清朝鸦片战争时期的专家、
学者、编剧进行深入探讨、论证，日夜
笔耕，终于编写出40集古代传记题材
电视连续剧《魏源》。

据悉，《魏源》 将由湖南龙人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和光传媒公
司，邀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合作拍
摄制作，将在央视一频道等播出。

■杨坚 陈志强 陆益平

40集电视剧《魏源》
即将开拍

长沙市绕城高速西南、西
北段于2016年1月24日零时并入
全省高速公路建设路网，实现路
段全省联网收费。联网收费自24
日零时开始，但由于适应新的收
费模式需要进行相关改造，给部
分收费站节点交通带来了影响。

绕城高速书院路互通、万
家丽路互通全封闭改造， 车辆
分流到洞井互通上下， 导致相
关路段车流量增大。同时，联网
之后绕城高速车流量加大，多
个收费站节点出现交通量加
大， 往来长益高速的车辆集中
在金桥收费站出入， 并且货车
实行计重收费， 收费站路段车
辆排队较长。

因书院路互通和万家丽路
互通在建收费站全线封闭，目
前洞井收费站交通压力大，进
入绕城高速的车辆较多， 小车
可以绕行至长潭西高速学士收
费站进入绕城高速， 货运车辆
在非禁行路段、 非禁行时间可
以绕行至长潭西高速学士收费
站进入绕城高速。

金桥收费站因紧邻岳麓大
道，进出收费站车流量大，建议
小车可绕行至星城收费站或黄
花塘收费站进、出绕城高速。

货运车辆可以在非禁行路
段、 非禁行时间绕行至星城收
费站或黄花塘收费站进、 出绕
城高速。

长沙绕城高速多路段易堵

本报1月26日讯 长沙
和株洲市民期盼已久的洞株
路已全线通车， 这在长沙城
南与株洲城东之间拉通了一
条快速的免费通道。今日，株
洲的哥刘师傅在新路上体验
后说， 从株洲云龙示范区管
委会到长沙东部走洞株路半
小时内就够了。

在洞株快速公路通车
前，长沙与株洲之间主要有5
条路：京港澳高速、长株高速、
长潭西高速、107国道以及老
长株路，5条线路所耗时和耗
油均相差不大。洞株快速公路
拉通后，相当于是在长沙城南

与株洲城东之间“拉”了一条
直线，用时更短，而且免费，这
将是两城间线路最短的一条
免费通行道路。

洞株路起于长沙跳马镇
洞井铺，止于株洲红旗路，全
长30余公里。 在株洲境内洞
株路又叫云龙大道， 全长
17.4公里，分两期建设。其中
一期总长 15.8公里 ， 已于
2012年建成通车， 二期长
1.75公里， 往株洲市内方向
顺接一期， 相反方向抵达株
洲、长沙交界处，顺接洞株路
长沙段，双向4车道。

■记者 梁兴

城建动态

洞株路全线通车
长沙到株洲只需半小时

铁路快报

广铁开出首趟外来工返乡专列
本报1月26日讯 今日

20时09分， 由广州开往信阳
的K4210次列车从广州站准
时开出， 列车满载1600多名
旅客， 一路向北踏上返乡旅
程，将运行19小时36分钟，于
27日15时46分终到信阳。据
悉， 这是广铁集团2016年春

运开行的首趟外来工返乡专
列。

据广铁集团介绍， 今年
春运期间， 广铁集团共售出
外来工团体车票78万张，加
开外来工专列62列， 方便外
来工平安返乡。
■记者梁兴 通讯员 李盛家

46组临客车底支援广铁春运

长沙交警销毁274台假牌套牌车辆

长沙乡村建设
将有规可依

1月24日上午，长沙市湘江新区枢纽客运站（汽车西站）售票大厅内，旅客们正在候车。 记者 童迪 摄

交警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