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今天
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9月
21日23:00至22日7:00， 岳麓
区潇湘北路（坦山路-含光路）

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临近区
域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户做
好储水准备。

■记者 陈月红

本报9月20日讯 三湘都市报
记者从省高管局获悉， 今日下午3
点，G55二广高速常德至益阳（仙
溪）段北往南方向交通管制解除，二
广高速湖南段全线恢复正常通行。

据运营管理单位德安公司介
绍， 先锋隧道北往南方向原BOT项
目时期施工的隧道二衬， 因今年六
七月当地持续特大暴雨， 局部出现
渗水、漏水现象。随后，高速交警对
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9月19日，施
工单位按设计方案完成处置， 并通
过监理验收。

随着主线管制的解除， 沿线的
花岩溪收费站、武潭收费站、马迹塘
收费站、长塘收费站、仙溪收费站北
往南方向的入口管制也已经解除，
驾驶员可选择从以上收费站上高
速。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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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从长
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为确保西
龙路（佳亨路—长沙市东岸建
筑公司） 路段提质改造工程施
工的顺利进行，从9月20日零时
起至11月3日24时止， 西龙路
（佳亨路—长沙市东岸建筑公
司） 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限制
措施, 过往车辆绕经周边滨河
路、营盘路桥、浏阳河大道、万

家丽北路通行。
同时，为确保轨道交通3号

线阜埠河站主体第二期工程施
工顺利，从9月25日零时起至12
月24日24时止， 对阜埠河路天
马山路口至麻园路口禁止机动
车由东往西通行。 原行经该路
段的机动车绕道天马山路、潇
湘大道、天马路、靳江路等道路
通行。 ■记者 虢灿

“橙色书包”是真 背后故事很暖
关爱听障儿童公益活动已走进多个省市 家长质疑：这是不是“特殊标签”

不过，这一个公益活动也受到了一些听障儿童家长的质疑。刘
潇（化名）的女儿是名听障儿童，移植了人工耳蜗，目前正在康复。
她在罗荃转发的微信下留言：“作为听障儿童家长， 我们的目标是
去特殊化，让孩子康复到放在普通人群中看不见，而不是让每一个
人都知道我们的孩子有听力障碍。”

“从家长的角度我当然希望更多的公益人与社会大众都关注
听障儿童群体，但这个项目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可能项目方的设计者
不了解这个群体。”家长陈先生也认为橙色书包是“特殊标签”。

但是，中国听力医疗发展基金会外联部副主任柯伟坦言，不少
孩子移植耳蜗甚至做了康复， 听力在嘈杂环境中仍旧不如普通孩
子，橙色书包可以让司机更清楚地辨识他们。面对听障群体，“去除
特殊性，回归普通自然”是基金会最终要达成的愿景。“橙色书包正
是为了达成这个愿景所做的尝试与探索。”柯伟表示。

质疑 这是不是“特殊标签”

西龙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
阜埠河路部分路段交通管制

“开车的朋友们，看到背这
种橙色书包的孩子， 请务必放
慢车速， 因为他们是有听力障
碍的小朋友……”最近，一条关
于“橙色书包”的微信被许多网
友点赞转发。 但微信内容属实
吗？ 9月20日，记者调查采访多
方意见，了解背后的爱心故事。

有孩子去年
就领到了橙色书包

记者看到， 这条微信除了
文字，还配了四张图片。一张为
孩子站在斑马线边，图上有“妈
妈别担心， 我会安全回家”文
字； 一张为一个小男孩背着书
包的背影，书包上清晰可见“橙
色书包”字样；还有一张是一半
书包、一般文字，下面署了“中
国听力医疗发展基金会”；最后
一张是几十名听障儿童背着书
包在行走。“橙色书包” 的内容
在微博上也被大量转发， 其中
包括陈小春等明星。

市民罗荃（化名）转发了这
条微信， 并请自己的朋友圈好
友转发。“我崽崽去年就领到了
书包，可惜有点大，目前还没有
用上。”罗女士告诉记者，崽崽
有听力障碍，去年在做康复时，
从康复机构收到了这个书包。

韶山的小男孩浩浩也收到
了书包， 但他是从省残联领取
到的。“具体哪天领到的我不记
得了， 当时书包里还有很多东
西， 包括绘画的笔和纸等。”浩
浩妈妈所在的“湖南听力语言
康复群”中，不少听力障碍儿童
都收到了这份礼物。

橙色公益
关爱听障儿童交通安全

“这是中国听力医疗发展
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去年给我
们捐献了一些书包， 向有听力
障碍的孩子发放。”省残疾人康
复研究中心朱湘枝老师透露，
发放了多少个书包没有具体数
据， 因为书包里有玩具和绘画
工具，孩子们都很喜欢。

记者从中国听力医疗发展
基金会了解到，“橙色书包”公
益计划通过为适龄听障儿童捐
赠带有特殊标识的橙色书包，
引发大众对听障儿童交通安全
的关注，保护他们出行安全。

如今，“橙色书包” 已走进
北京市、湖南省等多个省市，计
划与全国2000多所聋哑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和1000多家康复
机构合作， 覆盖到所有的适龄
听障儿童。 ■记者 李琪

十一黄金周中期出行
部分航线还有特价票

本报9月20日讯 三湘都市报
记者从长沙高铁南站获悉，9月21
日，铁路系统实施新列车运行图，长
沙新增往返江西九江的始发高铁。

长沙南站首次开行往返九江的
始发终到列车为G1480/79次，11:
47从长沙南站出发，14:47到达九
江， 全程3小时。 记者查询得知，此
前， 长沙前往九江只有一趟路过的
高铁，从长沙发车的时间为20:01。
增开始发车次后， 长沙市民前往九
江将更加便捷。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张韬

本报9月20日讯 国
庆中秋8天长假即将到来，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南航
湖南分公司了解到，湖南
地区节前和节后机票较
为紧张，从长沙出发前往
全国各地的机票普遍上
涨 ， 而节中属于出行低
谷，尤其是中秋节当天机
票价格较低。

9月30日-10月2日属
于节前出行高峰， 长沙出
发的航班除北京、 广州等
少数航线机票价格在4-5
折左右外， 大多数航线都
在7折以上，深圳、三亚、成
都、 银川和西宁等目的地
航线目前已经全价销售。

10月3日-5日属于节中出行
低谷， 湖南始发各航线普遍
在3-5折之间。10月6日之后
再次进入出行高峰， 湖南始
发航班机票价格基本在8折
左右，而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 成都等商务航线目前已
经为全价，机票也较紧张。

南航公布的票价信息显
示， 国庆期间湖南出发的机
票， 节中期间不少航线有特
价，如长沙飞北京最低410元
起， 长沙往上海最低500元
起， 长沙飞天津最低560元
起，长沙飞哈尔滨最低680元
起等。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胡斌超 赵莎芬

交通连线

长沙直达九江
始发高铁今日首发

二广高速湖南段
全线恢复畅通

潇湘北路沿线将停水

目前，“橙色书包”已走进多个省市，计划与多所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机
构等合作。 记者 李琪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