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环境

本报6月7日讯 高考首日，
由滴滴出行长沙雷锋车队组织的
高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20名司
机自发为部分考生提供免费接送
服务。

据悉， 雷锋车队司机们有着

车况佳、服务态度好、好评度更高
的特征。 司机还统一接受了护送
考生的培训； 送考车上配备有应
急救援包等物资， 以满足考生不
时之需。

■记者 杨田风

本报6月7日讯 高考期间，
长沙环保执法人员也忙碌个不
停，查工地、查夜宵摊……为让考
生和家长“静心”，环保执法为长
沙按下“静音键”。

昨晚，长沙市环境监察支队组
织开展了高考前夜的静音执法行
动， 执法人员对地铁3号线烈士公
园东、四方坪站等项目工地进行了
突击检查，向施工方现场送达噪声

控制文件及资料。此外，不少学校附
近的建筑工地临时停止作业。

据介绍，5月20日至6月20日
为长沙市“三考”环境噪声污染整
治期。 城区内各建筑工地未经批
准，22:00至次日6:00禁止噪声
扰民的建筑施工作业。 市民如发
现身边有环境噪声污染的， 可拨
打“12369”反映。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易丽平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是高考
首日。记者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获悉，该公司“电雷锋”服务队的
272队员蹲守在长沙各考点，不
间断对考试保电线路和设备进
行巡视，全力保证高考期间安全
可靠供电。据介绍，国网长沙供

电公司自5月初起就组织运维人
员对涉及保电的线路、设备进行
多轮次特巡和红外测温，提前消
除隐患。目前，长沙电网运行状
态良好。

■通讯员 屈晓珊 邓梁 张恬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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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 “送考的师
傅服务特别好， 提前半个小时就
到了， 帮忙解决了这两天考场踩
点和送考的问题， 我代表我们家
感谢神州专车。”今天上午，目送
儿子走进地质中学大门后， 李先
生不住地夸送考神州专车师傅。
今年高考， 神州专车在包括长沙
在内的30多个城市给考生“神”助
攻，一对一服务，免费接送考生。
在长沙， 神州专车联合三湘都市
报征集需要送考的考生，今天，这
些考生全部准时准点参加考试。

“神”助攻获家长不断好评

今天早上7:30， 家住侯家塘
的李先生就接到神州专车司机孙
平的电话， 此时距离他们约定的
时间还有20分钟。

此前一天，孙平就载着李先
生父子从家里到地质中学看考
场，计算路途时间。孙平还代表
神州专车给孩子送上一份考试
福袋。

上午7:50， 李先生父子下
楼，父子俩都是笑容满面，看到
孙平给他们开车，小伙子还不忘
说“谢谢叔叔”。到达地质中学门
口后，父子俩下了车，李先生拍
了拍儿子的肩膀，目送他进了考
场。李先生介绍，他是邵阳人，来

长沙多年， 用神州专车很多次
了，看到神州专车APP页面显示
有送考活动，马上报名了。“以前
就觉得他们服务态度很好，特别
靠谱，这一次也特别感谢神州专
车。”李先生说。

通过@三湘都市报微博成功
报名的谢女士家住井湾路融城花
苑小区， 她的孩子在长郡中学考
试，两地相距十来公里，得知女儿
分配的考场后， 谢女士发愁了好
几天， 看到神州专车联合三湘都
市报给高考学子送考的报道后，
马上通过微博报名了。

“开车的师傅提前二三十分
钟就到了， 给我打电话说不着
急，让孩子慢点吃，还提醒我们
把东西带齐。” 谢女士说，“为了
我们，这个师傅从看考场起到考
试结束， 都只服务我们一家，特
别感谢他，感谢神州专车和三湘
都市报。”

贴心服务满足不同需求

虽然高考今天才开考， 但从
昨天开始，“神” 助攻的驾驶员们
就开始提供优质服务， 不仅送考
生看考场， 还有距离最远的提前
送考。

宁乡县一中的考生小王家住
长沙车站路凯通国际城， 高考前

几天放假在家， 看到三湘都市报
送考的消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求助， 因为他需要考前一天从长
沙赶往宁乡县一中， 等考试完再
从宁乡返回，单程有将近60公里。
而他不仅父母为他送考， 他年迈
的外婆也想去宁乡陪着他。 接到
小王的求助后， 神州专车很快回
应：没问题，能够满足需求。6月6

日， 神州专车的谭师傅把小王一
家四口送到了宁乡。

为了本次高考送考， 神州专
车长沙分公司早早就选定了一批
驾驶经验丰富、业务熟练、好评度
高的驾驶员， 对他们进行了集中
培训， 还为考生准备了贴心的福
袋。为应对突发状况，神州专车还
准备了多台应急车辆， 确保送考

万无一失。
神州专车自2015年初在全

国60大城市上线，以“专业司机、
专业车辆” 模式， 为用户提供安
全、舒适、标准化的出行服务。神
州专车高考送考公益活动已连续
开展三年， 得到了全国各地考生
家长与社会的广泛好评。

■记者 虢灿

本报6月7日讯 2017年高
考第一天， 长沙市32个考点，
5.5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长沙
公安交警部门全警出动， 严格
执行机动车禁鸣令， 并在各考
点学校周边道路增派执勤警
力，及时疏导交通，确保考点通
畅安全。

考生：有点堵
交警：马上到

上午7时许，天心一中考点
路段的中间隔离带倒了。 为保
障考点周边道路通行， 长沙天
心大队六中队指导员欧宪军带
领中队民警及时处置， 恢复了
路面的畅通。作为一名父亲，欧
宪军错过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
要节点： 儿子今天在雅礼中学
参加高考，而他未能陪送。

7时40分左右， 高新区交
警大队雷锋中队中队长李智
军在雷锋中学考点护考执勤
中，在路边捡到一张高考准考
证。李智军马上联系考点负责
人，将准考证及时送到了考生
手中。

8时08分，110指挥中心接
到一名考生的求助电话： 喜盈
门范城附近道路拥堵， 他担心
无法按时到达考场。110指挥中
心立即调度周边交警前往堵点
进行交通疏导，数分钟后，该段
交通恢复通畅，考生于8时25分

顺利到达南雅中学考点。

考生忘带身份证
警察驾车帮忙取

8时18分，长沙市周南中学
北校区考点发生一个插曲。来
自长沙财经学校的考生小田发
现自己的身份证落在了酒店，
此时距离进考点只有12分钟，
情况紧急。 现场护考的罗红警
官接警后立即驾驶警车带上考
生和其班主任刘老师赶往位于
马厂的酒店取证，仅10多分钟，
考生取到证件返回， 顺利进入
考点。

8时35分，一台红色小车被

警用摩托车牵引至长沙市一中
门口，一个红衣女孩从副驾驶下
来，直奔校门。十多分钟前，这台
小车被堵在营盘路隧道。开福交
警接到报警后，派出两台摩托车
在隧道口牵引， 仅用时10分钟
将考生顺利送达考点。

8点52分，长郡中学考点门
口，直到最后一名考生进场，在
场的天心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周正军才松了一口气。

截至7日12时，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共出动警力1200余
人次、警车418辆次，牵引集中
送考车队31趟次， 未发生一起
考生因交通问题误考的事件。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胡喆

千余交警随时出动保考生路途顺畅
高考首日，长沙无考生因交通误考 考前两小时，交警紧张“备战”

高考“神”助攻，一对一服务 家长点赞神州专车

6月7日上午，长沙市一中考点外，交警在维持交通秩序。
记者 田超 摄

建筑工地开启“静音模式”

“电雷锋”护航高考保电高考·供电

高考·服务 滴滴雷锋车队免费接送考生

6月7日上午7时50分，长沙市侯家塘，神州专车司机孙平接考生和家长上车赶往考点。 傅聪 摄

·护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