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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闯红灯“
上墙”，长沙主城区开拍
首个自动抓拍系统在松桂园路口投入运行，三张照片定格闯红灯行为
本报10月12日讯“您已闯红
灯，请回到等候区”。近日，长沙松
桂园路口多了一块大屏幕，还不时
有闯红灯的语音提示，这是长沙主
城区首个行人闯红灯自动抓拍系
统，如果有行人闯红灯，将“上墙”，
在大屏幕滚动其照片。

三张照片定格闯灯行为
今天中午，记者来到开福区芙
蓉路松桂园路口看到，在路旁人行
道一侧竖立着一块LED大屏幕，屏
幕上方有“行人闯红灯自动抓拍系
统”字样。屏幕上正显示着路口行
人、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照片，不时
有语音播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非机
动车被抓拍的次数比行人多。
长沙市交警支队科信大队民
警冯睿介绍，整个系统由高清抓拍
摄像头、 过街语音提示器、LED大
屏幕三个部分组成，当行人或非机
动车越过等候区闯红灯时，系统就
会抓拍第一张照片，同时语音音响
会提醒“您已闯红灯，请回到等候
区”；如果行人继续前进，走到斑马

线中间时，摄像头会抓拍第二张照
片；再继续前进，摄像头抓拍第三
张照片； 最后一张照片则为特写，
能清晰看到闯红灯行人的脸部。

有望与信用系统对接
“此前望城区试运行， 松桂园
路口是长沙主城区首个行人闯红
灯自动抓拍系统， 从9月22日开始
运行，目前来看，效果比人为劝导
有效得多。”冯睿告诉记者，目前该
系统还处于试运行状态，主要对行
人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待系统成
熟后将会考虑在城区其他路口进
行增设，未来将着力实现该系统与
信用系统的对接，运用人脸识别技
术确认闯红灯行人的身份，闯红灯
行为将会影响到个人的信用等级。
开福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阳
力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行人闯
红灯会罚款20元，非机动车闯红灯
会罚款50至200元，希望行人们过
马路遵守交通规则，对自己和他人
生命安全负责。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吴乐洋 梅国飞

10月12日，长沙松桂园路口，长沙城区首个行人闯红灯自动抓拍系统正在屏幕上滚动闯红灯行人和非机动
车的照片。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吴乐洋 摄

自驾游按“快进键”，智慧游是趋势

下公交还要走半小时才能到校
长郡雨外洪塘校区孩子上学难
多部门现场协商，决定调整公交线路
本报10月12日讯 近日多位
学生家长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反
映， 在长沙市雨花区比亚迪路和
振华路交界处附近， 新开了一所
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洪塘校区，
学校校门距最近的一个公交站超
过2公里， 学生们下了公交车后，
还要走半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学
校。记者将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
对方表示， 会尽快派人到学校周
边现场进行调查， 落实方便学生
上下学的措施。

家长：希望调整公交线路
陈先生家住主城区内， 不过
人在比亚迪路的某公司上班。这个
学期，他将孩子转到长郡雨外洪塘
校区就读，可很快就发现了孩子上
下学的不方便：每次从离学校最近
的公交站洪塘村站下车后，还要走
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即使坐上
210路公交车最早一班车， 也经常
迟到。迫于无奈，他只得每天用摩
托车送孩子上学。
记者发现， 抱怨公交站与学
校距离远的不止陈先生一人。
10月8日， 记者来到离学校最
近的洪塘村公交站看到，经过该站
的公交车有三条公交线路，分别是
141路、15路、210路。 公交站到学
校的路程预计在2公里以上。为此，
学生家长希望这些公交车能在学
校门外附近设置一个临时性的公
交站点，或对公交线路进行适当调
整，方便学生上学和放学。

学校：超600师生有公交需求
长郡雨外洪塘校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校是雨花区规模最大的
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规划72个
班，目前本学期开学共有27个班。
自开学以来，学生们上学难的问题
就开始暴露出来。由于最近的一个
公交站离学校也有很远，不少学生
家长只得开着小汽车、摩托车和电
动车辆来接送孩子，校门外常堵得
不行。还有些家长则将孩子托付给
没有合法手续的“黑校车”接送，存
在安全隐患。 为了排除安全隐患，
每天早上上学时段和下午放学时
段，学校都要安排老师在校门口维
持秩序。
该负责人表示， 除了低龄学
生，目前学校里对公交有需求的师
生超过600人，他希望相关的公交
车队和公交管理机关能为学校师
生出行提供方便。

部门：将229路延伸至学校
记者随后与210路公 交车 队
及所属的宝骏巴士公司取得了联
系。 在得知记者反映的情况后，对
方表示，他们会与学校协调，在每
天上下学时段，增加几辆开到学校
附近的公交车，方便家长与学生。
11日上午， 长沙市道路运输
管理处公交客运管理科、雨花区经
开区及同升湖街道负责人等汇聚
洪塘学校，就如何方便学生上下学
的问题进行现场协商。
客运管理科工作人员在实地
察看了学校周边的情况后，决定从
12日起，先将229路公交车的线路
延伸至洪塘学校，方便学校师生早
中晚乘车，等当地管理部门将水电
拉通后，再将其余几趟公交线路也
移到学校附近。
■记者 李成辉

—精彩新生活
——
三个月自驾两万公里
胡卫东今年61岁，老伴60
岁。“去年5月5日我和老伴开
车出发，我们想去西藏，顺便
走一走其他城市。”胡卫东说，
这段旅程持续了三个月，全程
约两万公里，仅汽车就保养了
2次。
胡卫东说，他一直有一个
游西藏的梦想，现在，他和老
伴都退休了， 两人一商量，就
开始了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
老两口从长沙市出发，他
们驾车穿越广西、 贵州和云
南，终于来到了与藏区的接壤
地带。部分路段的盘山公路十
分险峻，左侧是悬崖右侧是峡
谷。“进藏后，很多地方都是荒
原，远处都是雪山，心情十分
开阔。”胡卫东说，返程时他去
了新疆，无意间还闯入了戈壁
滩。从早上到下午，眼看车里
没有油了，胡卫东还继续在戈
壁滩上四处寻找道路。“我遇
到了一个工程队，他们说当地
人也不敢随意闯入戈壁的。”

人
物
简
介

胡卫东，长沙退休人员，工作时就开始
尝试各种骑游、徒步等旅行，退休以后，由
于时间自由及自身的爱好，经常外出旅行，
并喜欢尝试新鲜事物，钻研旅游经验技巧，
因此积累了不少旅行的经验。

胡卫东说， 在好心人的帮助
下，他终于驶出了戈壁滩。
二人出行前只有 简单 的
路线并没有制作攻略，很多时
候都是临时起兴。“因为一本
书， 我们选择了一条很险的
路，最终不得不原路返回。”因
为他们年龄大，路上很多人都
很好奇。有人得知二人自驾出
游，还跑过来要求合影。“我在
一座桥上倒车时，还翻进了沟
里，当时周围没人，我就自己
用千斤顶把车一点点抬起来，
然后垫石头、铲土，最终把车
弄了出来。”胡卫东说。
自驾游， 尤其是远途自驾
游，户外装备一定要齐全。“帐
篷、睡袋、防潮垫、登山杖、宿
营照明灯、炉子、汽罐。”胡卫
东列举了必备的装备。
如果旅行目的地远，途经
线路偏僻，胡卫东还会装上汽
车修理工具、卫星电话等。“路
上遇到身体不适想要喝上热
水， 气炉就能派上用场。”同
时，户外自己动手做饭、搭建
帐篷野营，也是他和伙伴们的

旅游乐趣。

户外用品销售节节攀升
在长沙某运动超市，各式
帐篷摆放在最显眼位置，据该
店户外用品部经理介绍，四月
以来， 户外用品销售进入旺
季，受初级驴友青睐的“2秒快
开型帐篷”，每周销量有100多
个， 一般都是自驾族购买。便
携式烧烤炉一周销量也在30
个以上，户外折叠桌椅、宿营
照明灯等销量也明显上升。
休闲 旅游 的时 代 ， 会 享
受的自驾族也将各种小家
电、运动器材搬进了后备厢。
胡卫东表示“刚过去的这个
夏天， 我还购买了一个车载
的简易冰箱。” 据他介绍，宿
营用冰箱，容量在7到28升不
等，配合专用冰煤，自驾族可
将冰镇饮料随身携带， 同时
使用USB接口的太 阳能 板 电
池等， 则成为智能电子产品
控的旅行必备。
■记者 梁兴

数据
我省游客自驾游超半壁江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
游观念的转变和各种硬件设
施的完善，人们已不再满足于
“走马观花”式的跟团游，更具
深度的自驾出行应时兴起。数
据显示，2016年国内旅游人数
超过44.4亿人次， 湖南接待游
客5.65亿人次， 自驾游游客占
58%以上。据有关部门预测，到

“十三五”时期末，我国自驾游
人数将达到58亿人次，约占国
内旅游人数的70%以上。 自驾
游以自由、方便、个性化等独
特的魅力，在旅游市场中“一
枝独秀”，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成为旅游产业新的增长点。
自 驾 游的 核心 载 体 是 车
辆，当车在旅途中，它既是游客

与外界交互的信息门户， 也是
游客调度外界资源的连接载
体， 同时还是帮助游客获得深
度支持的智能代理。 有关专家
预测，未来的车，事实上，是一
个庞大复杂的云和端系统中的
智能端， 它将使游客获得前所
有未有的、完全智能化的、真正
安全舒适的智慧旅游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