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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城区将再增26条禁停道路
其中包括一条快速路，16条主、次干道 实行机动车24小时双向禁停交通限制措施
本报4月26日 讯 不 想 驾
驶证被扣3分、 罚款100元的驾
驶员们要留意咯， 长沙交警将
对城区26条道路实施禁停交通
限制措施， 其中包括一条快速
路，16条主、次干道。

2016年5月5日零时起，新
增禁停路段实行机动车24小时
双向禁停交通限制措施， 并开
展专项整治， 禁止机动车在人
行道、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内
停放。
■记者 黄娟

长沙高校毕业生
超95%愿去企业就业

26条新增禁停道路：
1

岳麓大道（西二环-西三环路段）

快速路

2

德雅路（车站路-三一大道路段）

主干道

3

杜鹃路（西二环-银杉路路段）

主干道

4

福元路（芙蓉路-东二环路段）

主干道

5

花侯路（曲塘路-香樟路路段）

主干道

6

桐梓坡路（西二环-西三环路段）

主干道

7

咸嘉湖路（西二环-潇湘路路段）

主干道

8

火炬路（车站路-万家丽路路段）

次干道

白沙路（劳动路-湘江大道路段）

次干道

9

仅在的士就餐处路侧设置限时停车位10个

10

朝晖路（东二环-浏阳河大道路段）

次干道

11

赤岭路（书院路-芙蓉路路段）

次干道

12

后湖路（靳江路-丰顺路路段）

次干道

13

靳江路（西二环-潇湘路路段）

次干道

14

凌霄路（东二环-古曲路路段）

次干道

清水塘路（营盘路-五一大道路段）

次干道

15
16
17

4月26日，长沙市西长街，临时停车位上停满了车辆。长沙交警将于5月5日
零时起，新增26条城区禁停道路，共计46.03公里。
记者 唐俊 摄

仅在营盘路至炮后街口西侧设置临时接送车位18个（蓝色）
砂子塘路（韶山路-曙光路路段）

次干道

保留学校周边已设置的临时接送车位（蓝色）
溁湾路（枫林路-潇湘路路段）

次干道

未来三天阳光有望回归
本报4月26日讯 昨天开始，
湖南遭遇新一轮强降雨， 部分地
区出现暴雨。今天，湘南仍维持较
强降雨，局地大到暴雨。好在这次
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短， 省气象台
今日上午发布天气预报， 预计未
来三天，省内大部地区雨水暂歇。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7日-29
日晚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间晴
为主；29日晚-5月2日省内还将有
一次中等强度降雨天气过程，其中
湘中及以南部分大雨， 局地暴雨，
并伴随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
气。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罗丹

仅在28中前路段北侧设置部分临时接送车位15个（蓝色）

18

赤岗巷（曙光路-桂花路路段）

支路

19

德雅路（东风路-芙蓉路路段）

支路

20

南元宫巷（人民路-解放路路段）

支路

21

坡子街（湘江路-黄兴路路段）

支路

22

三泰街（五一大道-药王街路段）

支路

23

三王街（坡子街-解放路路段）

支路

24

西长街（中山路-五一大道路段）

支路

25

梓园路（人民路-劳动路路段）

支路

26

紫薇路（火炬路-荷花路路段）

支路

交通连线 湘雅二医院周边治堵有新招
本报4月26日 讯 湘 雅 二
医院周边道路拥堵由来已久，
经过多次治堵有了一些改善。
目前，交警部门又出新举措，希
望通过优化为城市一大堵点
“摘帽”。
上午是湘雅二医院就诊高
峰期， 人民路东往西方向车流
量大， 下午是地质中学接送学
生放学的高峰期， 人民路西往
东方向车流量大。 根据这一交
通流量特点， 交警部门将人民

路中间车道设置为潮汐车道。
每天就诊高峰期， 民警都
会在南元宫巷路上执勤指挥，
保障道路畅通。还将把南元宫
巷路设置为单行线，开启微循
环模式，所有进入医院的车辆
都只能从人民路入口进入南
元宫巷，再沿解放路或者韶山
路出口出来。同时，交警部门
还将公交车站往南移了几十
米。
■记者 黄娟

“从‘裸纱事件’到‘女同爱情祈福’；
从年初的‘天鹅婚礼’到现在的‘悬崖极
限求婚’，宝峰湖将只为真爱代言的宣传
模式一以贯之， 成效渐显。 宝峰湖宣称
‘只要是真爱，我们就弘扬’。对此，笔者
很好奇， 打了一系列的爱情营销组合拳
后，下次你还能做什么？！”

情侣极限求婚过程中，共同攀登悬崖。

天气连线

湘江长沙站水位涨0.04米

记者26日从长沙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获悉，当日8时，湘江长沙
站水位31.71米，较25日8时涨0.04
米，流量6200秒立米。目前，湘江
干流和浏阳河、 捞刀河主要支流
水位较低，水情平稳。
据长沙市山洪监测预警平台
统计，25日8时至26日8时，全市平
均降雨34.9毫米，其中长沙县29.6
毫米、 望城区30.8毫米、 浏阳市

36.9毫米、宁乡县39.6毫米和城区
31.9毫米。 全市共出现大雨站点
252个，暴雨（超过50毫米）站点20
个，暴雨主要集中在长沙县、浏阳
市和宁乡县， 降雨最大为浏阳市
的镇头站63.5毫米。
据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办公
室掌握的情况，全市各地没有出现
洪涝灾情。 各类水库蓄水均控制在
■记者 陈月红
汛限水位以下。

明日长沙城区8条线路停电
本报4月26日讯 记 者 今天
从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获悉，4月
28日7时至20时， 长沙城区范围
有8条线路计划停电， 分别是岳
麓区的坪塘变328坪学线、 坪塘
变324二水Ⅱ回、罗家嘴变318连
山线， 雨花区的树木岭变334大

桥线、树木岭变368汽制线、树木
岭变362树木岭线和开福区的建
湘变396如意线、建湘变368五水
一泵线，届时将影响线路覆盖区
域的供电，请市民提前做好应急
准备。
■记者 肖德军 见习记者 和婷婷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下
午，在长沙学院，由长沙市人
社局、 开福区人社局联合举
办的“2016年长沙市民营企
业招聘周暨民营企业进校园
大型招聘会”举行。据统计，
现场共有100家企业提供岗
位6825个。
据悉， 今年民营企业招
聘周活动以“助学子就业，促
民企发展”为主题，将举办大
型招聘会8场， 提供岗位1.8
万个。
长沙市2016届高校毕业
生约17万名， 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 超过4成企业未来2年
内对大学生的用工需求有所
增加。 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
有了较大转变， 不再将一线
城市作为就业首选地， 近八
成人表示在适当时候会考虑
小城镇及乡镇就业； 六成想
创业， 不再争相报考机关事
业单位， 超过95%愿意去企
业就业， 不少人选择去民营
企业。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王雨果 王维维

我省亲子阅读活动启动

陪孩子一起看本书吧
本 报 4 月 26 日 讯 为 了
让全社会逐步形成“好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新风尚，
今天，湖南省“我爱我家·同
悦书香” 亲子阅读活动在长
沙岳麓区学堂坡社区启动，
省妇联副主席卢妹香出席，
并为社区赠送了600册家庭
亲子阅读读本。
据介绍， 亲子阅读活动
将从2016年4月持续至2017
年4月， 省妇联将陆续开展
阅读指导、 推广阅读展示、
推荐亲子阅读书目等系列
活动。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立平

宝峰湖，你还能做什么？ ！
日前，中国新闻社发布了一
篇名为“男子张家界极限求婚，
带女友爬悬崖见证爱情” 的文
章， 并随文配发了一组现场拍
摄的照片。这组照片集惊险、刺
激、唯美于一身，让人血脉偾张，
在湖光山色的掩映下， 人体线
条美与幽美的自然风光融为一
体，极具视觉冲击力。
文章甫一发布，便如一石激
起千层浪，新浪、网易、搜狐、腾
讯网、中华网、环球网、人民网、
凤凰网、中国网、光明网、21cn等
各大知名网站纷纷转载，相关新
闻在百度搜索的前两页全部覆
盖。与此同时，爱奇艺、优酷、第
一视频等视频网站也纷纷制作

视频报道。在新浪微博上，由于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网”等知
名媒体大V的主动转载， 也引发
了不少网友的热评。
很快，文章的一些细节被聪
明的网友看出，并预言这又是一
次高明的景区宣传活动，如网名
为“南国逸事”的新浪微博网友
就指出“重点是张家界——
—幕后
必有高人”。 而为了验证网友们
的猜测，笔者随即联系到了照片
拍摄地——
—张家界宝峰湖景区
所属宣传部门的熟人打听情况。
据他介绍， 这组照片确实是
在宝峰湖景区拍摄， 照片上的情
侣马上要步入婚姻殿堂， 小伙子
为纪念爱情， 萌发了在定情

地——
—宝峰湖拍摄一组极限求婚
照的想法， 而他这一大胆的想法
也得到了女朋友以及景区管理人
员的支持与帮助。
“宝峰湖是土家族青年男女
眼中的‘醉美情湖’，著名的宝峰
神女更是土家人心目中的‘爱情
女神’。因此，一直以来，宝峰湖
都只为真爱代言。 只要是真爱，
我们都弘扬！”
也正是因为一直这样大力
弘扬真爱，宝峰湖在赢得“醉美
情湖”称谓以及中国驰名商标的
同时， 也一直饱受各方诟病。从
“裸纱事件”、“女同祈福”到“天
鹅婚礼”，再到本次的“悬崖极限
求婚”，网络上对宝峰湖的“真爱

宣传模式” 一直是褒贬不一，争
议不断。
对此，笔者认为不宜仅从道
德的高度居高临下的指责。正如
—张
张家界本地知名公众号——
家界大庸妹儿的评论，“张家界
旅游的成功， 不光靠绝版的美
景，还依靠会营销。”正是因为这
些年来“飞机穿越天门”、“高空
走钢丝”、“翼装飞行” 等系列营
销活动，一次次将张家界推到媒
体的聚光灯下，张家界的旅游才
得以长足发展。
笔者心中只有一个疑问：这
一系列的爱情营销组合拳后，宝
峰湖，为真爱代言，你还能做什
么？！
■樊道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