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5日讯 昨天，
记者从梅溪欢乐城获悉，即
日起至9月29日， 家有4至12
岁孩子的家庭可前往梅溪欢
乐城欧悦真冰场免费领取家
庭滑冰名额。另外，名字中含
“国庆”、“建国”2个字， 或者
是10月1日生日的市民，均可
凭本人身份证至长沙飞行体
验馆（风洞项目除外）、云顶
星河游乐王国、 帷幕开啦@
星城蜡像馆、 美之海水母花
园、 欧悦真冰场免费游玩一
次；名字中含有“中、华、国、

家、庆”单个字的游客，可凭
本人身份证在飞行体验馆
和帷幕开啦@星城蜡像馆享
受6.8折购票优惠，更可至云
顶星河游乐王国免费体验
碰碰车。

记者还了解到，10月1
日早晨， 梅溪欢乐城飞行体
验馆将举行风洞升旗仪式；
帷幕开啦@星城蜡像馆也将
再现开国大典的历史现场，
让到场的长沙市民穿越回
“68年前的今天”。

■见习记者 黄亚苹

本报9月25日讯 今日，一
则开福大道通车的消息在朋
友圈中广泛传播。对此，道路
建设方、长沙市开福区城投相
关负责人回应称，感谢市民的
关注与期盼，现道路电源手续
仍在办理、尚未验收中，预计
10月正式通车，此前市民行经
时请注意安全。

为推进北长沙提质扩容
建设， 缓解南北方向交通压
力，开福区委、区政府将车站
北路的三一大道以北路段、
捞刀河路、 太阳山路统一更
名为开福大道。 近期完工的
是大道新修段， 其南起捞刀
河大桥， 途经苏圫垸生态新
城、高岭商贸组团，北至三环
线，全长8.51公里，路幅宽46
米，双向8车道。作为南北向
的又一交通大动脉， 开福大
道将使开福区的金霞经济开
发区和苏圫垸、 老城区等实
现“一线牵”， 为城北的南融
北拓起到推动作用。

来自开福区城投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开福大道沿线的
电源手续仍在办理中，路灯与
红绿灯尚不能正常使用，所以
提醒市民行经时注意安全。道
路预计10月底正式通车。

■记者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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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新家庭

本报9月25日讯 昨日，
湖南高温持续发力，42县市
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
省气象台预计，25日至 27
日， 湘中以南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在35℃以上，局地38℃
左右；26日晚起湖南将迎新
一轮降雨过程。

据实况监测统计显示，
24日08时至25日08时，全省
以多云间晴天为主； 最高气
温湘中以南35-37℃， 湘西
北、湘北30-32℃，其他地区
33-35℃，宁乡、衡阳、永州
等共42个县市最高气温达
到或超过35℃， 其中9个县
市超过37℃，最高气温出现
在衡南，达38.3℃。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省
内降水北多于南。 预计今明
两天全省多云间晴天， 其中

湘西北、湘东南局地午后有阵
雨或雷阵雨；26日晚至29日，
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6
日晚至28日湘北有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27日湘北局地暴
雨； 气温方面，25日至27日，
湘中以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在35℃以上，局地38℃左右；
27日至28日，受冷空气影响，
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较强冷
空气影响过程，最高气温将下
降11-13℃。

秋分过后，天气干燥，身体
容易因为缺水而出现“秋燥”现
象。专家提醒，可以多吃一些温
润的食物，如百合、银耳、淮山、
秋梨、莲藕等，还要少食油腻和
易上火的食物， 尤其是体弱多
病之人，更不可过食寒凉冷饮，
可适当多吃些酸。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松桂园， 长沙最繁忙的路口
之一，这里有南北主干道芙蓉路，
有东西重要通道营盘路隧道和年
嘉湖隧道。路口西北角的小房子，
就是长沙交警开福大队二中队的
岗亭。每天早上7点，都有个微胖
的身影出现在这， 他就是中队长
杨永超。

十多年来， 从银盆岭大桥、芙
蓉路湘雅路口到松桂园路口，开福
区的重要“堵点”都有他的身影出
现。看着芙蓉路的车一天比一天多，
为应对剧增的车流，他在有限的路
面上设想过无数个交通优化措施，
最终促使了湘雅医院公交站台南
移，松桂园路口“借道左转”实现。

爱解决问题的“马路管家”

每天早上6点多， 从河西开车
到松桂园上班，这样的生活持续了
三年，这三年里，杨永超感受最深的
就是东西方向的车辆越来越多。

“营盘路隧道通了以后， 松桂
园路口南往西的车辆越来越多，经
常排成长龙，一些不守规矩的车甚
至占用直行车道来转弯。” 杨永超
说。在广泛的前期调研及征求意见
后，2016年3月，松桂园试行“借道
左转”，在南往西转弯时，借用对向
车道，设置“借道左转车道”。杨永
超和同事们测算过， 借道左转以
后， 每次能多放14台左右的小车，
大大缓解了左转方向的压力。

杨永超已经记不清提出多少
优化措施了，由于工作扎实，他被
人称为“马路管家”。

几年前， 湘雅一医院综合楼
使用后， 患者蜂拥而至， 小车扎
堆，路边上下客，这里一度成为芙
蓉路的堵点， 杨永超在这时候被
调到该处任中队长。 为了缓解就
医造成的芙蓉路拥堵， 杨永超多
次与同事调研。 2013年7月，交警
部门在此设置就诊专用通道，往
南移动公交站点， 破除绿化带扩
充车道， 芙蓉路主道与就医通道
用护栏隔开。一系列的措施，让芙
蓉路湘雅医院路段畅通不少。

正是“杨永超们” 的细致工
作， 长沙在庞大的机动车数量面
前，依然最大限度无障碍通行。

“交通优化也要工匠精神”

杨永超一直记得他第一天到

松桂园上岗，天下着瓢泼大雨，尽
管他和同事们全身湿透， 但车辆
仍然排起长龙。

那是2014年，还没有现在依
托大数据的大联合交通管理中
心。杨永超每天下岗后，就换上便
服，拿上皮尺和本子，在路口一站
就是一个多小时，一边测量，一边
画图记录。回家后顾不上吃饭，就
埋头测算流量交叉冲突点的位
置。那段日子，他整个人像着迷了
一样，每天头脑里都想着优化、优
化。妻子看在眼里，总会在他抓耳
挠腮时劝他起来走动下， 在夜深
人静时送上一碗热汤。

经过数天的摸索实践， 杨永
超和同事总结了“公交优先、分时
放行、东西联动、兼顾非行”的疏
导技巧。直到现在，松桂园路口的
电动车、 交通劝导员都形成了良
好默契， 信号灯在固定时段专门
放电动车通行， 避免乱穿乱插。
“道路资源是有限的，车辆剧增对
所有道路都是考验。 路口的交通
优化也要有工匠精神， 追求极
致。”杨永超说。

“家人是工作最大的动力”

杨永超和妻子是同事中出名
的恩爱夫妻，结婚十多年，从来没
吵过架。“每天不管我多晚回家，
家里的东西都已准备好， 从来不
让我操心， 我特别感谢我妻子这
么多年的支持。”杨永超说，妻子
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平时工作忙。
但由于杨永超每天十多个小时的
工作，家里全靠妻子一手操持。最
近几年，路面车越来越多，杨永超
的工作也越来越忙， 经常半夜才
回家，但妻子从没半句怨言，对他
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注意安全”。

杨永超的女儿刚刚进初三，
没有住校， 妻子主动放弃了部分
工作陪孩子。“我爱人能干、上进、
工资高，为了家里付出了很多。现
在为了陪孩子读书放弃了不少机
会，她从不多说，还主动跟我说，
她终于有时间充充电了， 跟孩子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杨永超提
起家人语气很是骄傲，“我们从小
就培养孩子独立， 放学后只要比
我们先回去，她就会把饭煮好，菜
切好，等我们回去下锅。家人是我
工作最大的动力。”

■记者 虢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一个家庭折射一个时代，烙
下时代变迁的印记。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砥砺奋行的5年———幸福新家庭”专栏，选择十来个不同职
业的家庭，通过描述一个个家庭故事，拼出一个时代的截面；透过一扇扇窗，解读新时代幸福和谐
的家庭生活以及十八大以来社会进步的点点滴滴。

“马路管家”：用工匠精神保畅通
十多年来，提出无数“堵点”优化措施 交警杨永超：希望人人文明出行

谈到以后的期盼，杨永超很实诚：“私家车越来越多，所以希望道路
越来越畅通不太现实，我更希望人人文明出行，遵守规则，这样车再多，
道路也能畅行无阻。”杨永超希望不管是行人、驾驶员都能遵守秩序，各
行其道，不仅是为了道路通畅，更为了每个人身后的每一个家庭。

幸福新期盼 “车再多，道路也能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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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或迎降雨，最高降温13℃

开福大道通车了？
回应：电源手续仍在办
理，正式通车要到10月

多个游乐项目近期免费开放

杨永超在为驾驶人指路。转战交警战线的十多年来，他常出现在开福区的重要“堵点”，寻找优化交通的
最佳方法。

杨永超，45岁， 长沙市交警支队开福大队二中队中队
长。2005年退伍后转业到交警战线。妻子是一名注册会计师，
在一家公司上班。女儿今年读初三，几个月后将迎来中考。

我
家
成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