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9日讯 据气象部门预
报，19日白天到夜间，长沙地区自西
向东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过程累
积雨量70～90毫米， 局地伴有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长沙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力做
好强降雨防范工作，以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陈月红

本报5月19日讯 在砂子塘路有
砂子塘小学和稻田中学两所学校，接
送学高峰时段拥堵时常发生，长沙雨
花交警大队根据周边居民及过往驾
驶员的要求，对砂子塘社区周边实行
微循环优化。砂子塘路单行限制时间
也进行了调整。

雨花大队六中队民警谭巍介

绍， 调整后砂子塘路早点7点-8点、
下午4点-7点实行东往西的单行管
制，其他时段双向通行。此外，校园
周边原本的白色永久停车位已经
全部撤除，两所学校门口分别设置
10个蓝色即停即走的专用停车位。
每天上午7点-8点、 下午4点半-6
点供接送学车辆停放。 ■记者 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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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

5月19日，屈臣氏正式
宣布全新的会员卡代言人！
他是爱“挑剔”的处女座，同
时也是里约奥运会的火炬
手，拥有军艺的背景，和小
屈一样正能量爆灯！他就是
国民个性潮男杨洋！与屈臣
氏会员卡搭上友谊的巨轮
以后，杨洋还发表了会员的
挑剔“哲学”：像我一样挑，
和我一样挑！

正能量满满的杨洋，其
内外兼修的个人形象与屈
臣氏“花样新品，正品保证”
的优质品牌形象如出一辙。
追求着健康、美丽、快乐，屈
臣氏在不断完善会员服务
上有着无限的“挑剔”：搜罗
全球尖货， 加以正品保证，
为会员奉上最优质的花样
选择；领先潮流发布微信手
机版会员卡， 会员信息、潮
流资讯一手掌握，会员服务
便捷、 时尚； 吃喝玩乐惠全
球， 凭卡即可收获更多“食
尚”惊喜！如此追求完美的态
度和理念， 与自我要求极其
严格的杨洋惺惺相识， 一拍
即合， 并将会为屈臣氏会员
奉上更多的精选福利。

一卡激发，潮变随型！你
与杨洋之间， 只有一张屈臣
氏会员卡的距离。 屈臣氏会

员卡究竟有多“完美”，才能
经受得住杨洋的“挑剔”？会
员积分，分分抵现；吃喝玩乐
玩遍全城； 微信手机版会员
卡让你一手掌握会员咨询；
更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
100%中奖。5月19日-6月8
日，小屈会员精明挑物节，带
你挑优惠、挑吃喝玩乐、挑换
购、挑赠礼！杨洋与你牵手玩
转屈臣氏会员大小优惠，你
Hold得住吗？更多会员优惠
尽 在 www.vip.watsons.
com.cn。 ■文/潘文秀

杨洋成为全新屈臣氏会员卡代言人
发表会员挑剔“哲学”：像我一样挑？和我一起挑！

扫一扫进入杨洋小圈，
天天都有新发现

本报5月19日讯 今日，长沙首
个街道物业纠纷调处委员会在雨花
区东塘街道成立， 由街道、 司法、公
安、社区、律师等多部门联合办公，接
受物业纠纷投诉并开展专业调解和

法律援助服务，将物业纠纷第一时间
化解在家门口。东塘街道居民有需要
求助物业纠纷调处委员会的，可拨打
热线0731-85303606。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周红

婴儿“吃饭”不定时，对于
哺乳期的妈妈来说， 最尴尬的
莫过于在公共场合掀起衣服，
给宝宝喂奶了。 为了让哺乳妈
妈们不再尴尬，长沙9路公交车
司机欧阳志雄在车内布置了一
个“爱心哺乳间”，让坐车的乘
客妈妈们哺乳时不再担心“有
色眼”。这也是长沙市首个在公
交车上设立的“哺乳间”。

为避免乳妈尴尬
公交车设“哺乳间”

5月19日上午，记者在9路
公交车上看到了这个特殊的
“小包厢”。这个“哺乳间”占用
的空间仅一个座位大小，设立
在公交车老、幼、病、残、孕专
座对面的首个位置。靠座位里
面的车厢上贴有“公交爱心哺
乳座”字样的提醒条，座位上
方装有一个弧形轨道，轨道上
有两条垂到座椅下面的蓝色
布帘子， 帘子上设有粘扣带。
要使用时把两边帘子往中间
一拉，粘上粘扣带，就形成一
个独立的私密空间，既方便又
安全。

提起设置这个“小包厢”
的初衷，欧阳志雄说，前段时
间看到北京地铁上有个妈妈
在哺乳时被人拍照并发到网

上，对当事人造成了一段时间
的困扰。而且在平时开车运行
时，他也遇上过一些妈妈带着
宝宝坐车时宝宝哭闹的情况，
“这个时候妈妈想喂奶但又觉
得难为情，有好几次，我都看
到带宝宝的妈妈往后排的角
落里坐。” 于是他就萌发了设
置“哺乳座位”的想法。“而且9
路车运行路线途经两家医院，
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司机自费设置
几十块钱有大用处

“帘子是公司车窗帘布剩
下的材料，我花了十多块钱去加
了下工，轨道是在网上买的二十
多块钱，找车间同事来帮忙装了
下，整个弄下来不到40块钱。”欧
阳志雄笑着说， 虽然钱不多，但
是还是蛮实用的。

“如果车上没有哺乳妈妈
时，帘子可以收起来，不影响乘
客正常使用专座。”欧阳志雄说。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志雄
去年6月份起在他的9路车车
厢内挂了12盆自己制作的盆
景及一些绿藤，让整个车厢成
了“绿色氧吧”。如今，“绿色氧
吧”已经布置快一年了，这辆9
路车车厢内依然绿意盎然。

■记者 丁鹏志

长沙一公交车为哺乳妈妈设“包厢”
司机自费设置，几十块钱就搞定 呼吁乘客自觉礼让

“这个哺乳座设置得太
好了，很人性化，不仅避免
了尴尬，也充分体现了对哺
乳妈妈的尊重。”19日上午，
乘客袁女士看到9路车上的
这个“小包厢”后连连称赞。

湖南巴士二公司9路
车队队长王政介绍， 欧阳
志雄开9路车已经有20多
年了，“这么多年来， 他一
直是车队的劳模， 他是真
正的把车厢当成自己的
家， 平时没事时就想点子
来装饰车厢，这次的‘哺乳
座’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而且他车内卫生一直是我
们车队的免检标志。”

对于公交车设“哺乳
座”的做法，王政表示，当
然是好事， 但也有担忧。
“‘哺乳座’ 是否能正常发
挥它的作用， 关键还是取
决于乘客。 毕竟光靠司机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司机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提
醒， 主要还是要靠各位乘
客的自觉礼让。”

“哺乳座”的实施
需乘客一起支持

5月19日，一名乘客在长沙9路公交车上查看司机新设的“哺乳座”。 记者 丁鹏志 摄

本报5月19日讯 今日， 长沙市
交警支队通报，在天心区天剑路仰天
湖小学路段等25处设置了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将重点对机动车违反禁令
标志指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监控设备的路口路段包括：

1、天剑路仰天湖小学路段；2、东
瓜山一、二条巷交叉口；3、书院路裕
南街入口路段；4、向东南路钟馗庙巷
路段；5、 东瓜山向东南巷路段；6、东
瓜山杏花园巷路段；7、裕南街建设银
行路段；8、 杏花园巷杏花苑小区路
段；9、向东南路东电社区路段；10、向

东南路天心区国税局路段；11、 东瓜
山解放四村街路段；12、 向东南2-3
栋宿舍入口东头；13、 钟馗庙巷刑警
之家路段；14、 书院南路东侧水方大
厦西北侧；15、 东瓜山一条巷20栋西
头；16、 韶山南路与正塘坡路交会处
中建大厦西北角；17、 刘家冲路邮政
银行；18、 南湖路黄土岭路口；19、天
剑路向东南路口；20、 裕南街解放四
村街口；21、 天剑路轻院路口；22、轻
院路六建公司门口路段；23、 坡子街
招商银行路段；24、坡子街华远·华中
心后门路段；25、三王街杨裕兴路段。

砂子塘路单行限制时间调整

交通连线 长沙25个路口路段新增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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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塘街道居民发生物业纠纷可致电求助

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