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3日讯 近段时间春
耕农事活动频繁， 进入林区踏青
的人员增多，加之临近清明节，森
林火灾隐患不断加大。 长沙市各
级林业部门周密部署， 森林防火
队伍2万多人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严防森林火灾。

3月27日全省森林防火电视
电话会议后， 根据长沙市委市政

府的指示， 各级林业部门均专门
召开了清明森林防火调度会，开
展了森林防火宣传、巡查守卡，对
机具进行了检修， 加派了值班备
勤人员，长沙森林防火专业、半专
业化队伍2万多人全部进入临战
状态。

岳麓区、 开福区新修建消防
水池，以备灭火；天心区开展蓝天

小卫士街头劝导文明祭扫活动；
长沙县、 浏阳市发表文明祭扫倡
议书。

长沙市林业局安排七个督查
组，对区县（市）的“宣传发动，落
实责任，火源控制，应急准备，执
勤值守，督查问责”等工作进行明
察暗访。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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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运力

本报4月3日讯 三湘都
市报记者今日获悉， 清明小
长假将至，为方便市民扫墓，
同时响应市委市政府“蓝天
保卫战”的号召，选择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出行扫墓， 长沙
市交通运输局出台“清明扫
墓公交专线方案”，在清明节
期间（4月4日—4月8日）开通
5条扫墓公交专线。

此次开通的5条扫墓公
交专线分别为： 黄土岭地铁
站-革命烈士陵园、 桂花坪
地铁站-凤凰山陵园、汽车西
站-潇湘陵园、火车南站-明
阳山、开福区政府地铁口-唐
人万寿园等专线， 这些公交
专线基本上都是从市内起始
站发车后直达墓园，10-15分
钟一趟，而且票价均为2元/人

次，刷卡可打折。（具体线路走向可
扫码查询）

此外， 交通部门还将增加
途经金盆岭（金陵墓园）的13条
常规公交线路139路、152路、
221路、222路、230路、319路、
365路、377路、388路、901路、
122路、134路、104路的运力和
发车趟次。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陈芳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从
广铁集团了解到，4月4日-7
日为清明假期运输期， 预计
发送旅客665万人，客流最高
日将出现在4月5日。其中，选
择乘坐高铁的旅客超过七
成， 湖南各高铁站预计发送
旅客86万。

在客流构成方面， 以短
途扫墓、踏青客流为主，旅客
出行规律明显， 部分返程客
流预计出现后延情况； 在客
流流向方面， 前期客流以广
州、深圳、长沙等大城市为中
心向周边城镇辐射， 后期以
返程客流为主。

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
求， 广铁集团将实施高峰运

行图、 增开临客列车等措施来
增加旅客输送能力。

动车方面， 长沙火车南站
将增开临客44趟次， 单组改重
联88趟次，主要是去往怀化、邵
阳、永州及广州等地，预计将满
足将近七万旅客的出行需求。

普速列车方面 ， 广铁集
团将安排广州-张家界、深
圳东-岳阳等43对普速列车，
重点解决短途客流需求。4月4
日-4月 7日， 长沙-井冈山
K2367/70、K2369/8次由周末
开行改为每日开行。

城际铁路方面， 长株潭城
际铁路计划开行34对； 石长城
际铁路计划开行11对，其中3对
为临客列车。 ■记者 潘显璇

人间四月芳菲尽， 高山
杜鹃始盛开。 三湘都市报记
者从长沙园林生态园获悉，
该园内万株杜鹃已陆续盛
放，分外妖娆。

据悉， 该园正在举办
2018年杜鹃花旅游文化节，
主展区杜鹃园占地100亩，
拥有大型杜鹃花1万余株，
包括满山红、 羊踯躅、 贵定
杜鹃、岭上杜鹃、鹿角杜鹃、
高山杜鹃、 溪畔杜鹃、 紫花
杜鹃、毛白杜鹃等20余个品
种， 以及近百万株艳丽的二

月蓝竞相开放， 眼下已迎来
观赏的最佳时段。 在和煦的
春风吹拂下， 一簇簇颜色各
异、 形状有别的杜鹃花随风
摇曳，远远望去，显得格外鲜
艳迷人。

据了解，3月6日至5月4
日杜鹃花旅游文化节期间，
该景区成人门票已上调至60
元/人。为了方便游客到该公
园赏花，从4月1日开始，该景
区临时每天开通了4趟专线
大巴往返长沙火车站附近及
长沙园林生态园。

本报4月3日讯“只要将
烟花爆竹拿过来， 就能免费
置换鲜花。” 记者了解到，临
近清明节， 长沙多地开展鲜
花换鞭炮，文明过清明活动。

雨花区黎托街道川河社
区筹委会“交换空间”摆摊开
锣， 倡导将手中鞭炮换取鲜
花， 用鲜花文明祭祀的方式
表达哀思。今日上午，记者在
现场看到，30余名志愿者正
在劝导过往行人开展文明祭
祀。 市民刘先生拿出准备去
祭祀的鞭炮，换了一束鲜花，
“鲜花也能代表我的心意，我
也算是为蓝天保卫战做了一
点事。”

在天心区先锋街道，开
展了为期8天的“鲜花换鞭
炮，文明过清明”活动，购置
了大量鲜花， 在辖区内的坟

地集中地的上山路口设点。天
心区书院南路金盆岭革命陵园
附近， 来自天心区沙湖桥小学
的蓝天小卫士走上街头， 劝导
市民文明、绿色祭扫。

记者从长沙潇湘陵园获
悉，与往年鞭炮声此起彼伏、焚
香化纸青烟弥漫相比， 今年园
内安静平和，空气清新。陵园开
展“花草有情寄思念，无烟无霾
爱满园”绿色祭扫倡议活动，从
3月31日到4月2日，用鲜花替换
鞭炮680条。

要守护“长沙蓝”，还得从
源头进行治理。岳麓区安监局、
公安分局、工商局、城管局、望
岳街道开展专项行动， 对园区
外的铺面、摊贩进行联合执法，
禁止售卖烟花鞭炮。
■记者 杨洁规 李成辉 杨昱

通讯员 曾志贤 朱江

清明期间长沙开通5条扫墓公交专线
火车南站增开44趟高铁，应对短途扫墓、踏青客流

（扫一扫查询具体线路）

长沙火车南站增开44趟高铁
4月3日，游客尽情放飞手中的纸飞机。当天，长沙世界之窗举办2018春游亲子科技行动———“清明踏青 让火箭

飞”，让游客回味中华传统习俗，感受清明节氛围。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佳雄 摄影报道

清明·文明祭扫

陵园3天内鲜花换鞭炮680条

清明·出游

除了赏杜鹃牡丹，还能“让火箭飞”

高达2.4米、宽达1.5米的纸飞机你
玩过么？

4月3日下午， 花样百出的纸飞机
大比拼在世界之窗激情上演。 这是将
于4月5日—4月28日举行的亲子科技
行动———“清明踏青，让火箭飞”活动
的预展示。“从小到大， 做过各种纸飞
机， 这还是第一次成功做出这么大的
纸飞机， 试飞时最远飞出15米多远。”
“纸飞机达人”潘静说，除选材、造型外，
仅做这个纸飞机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
间。千人放飞纸飞机，比拼纸飞机的飞行
距离、飞行准度，用最具创意的手工赢取
荣誉，活动期间，有兴趣的市民可参与该
活动进行PK，看看谁是“空中之王”。

活动期间， 长沙世界之窗将汇聚
长征系列火箭模型， 游客还可体验制
作水火箭， 参与各种有趣的航天小游
戏，游客亲历模拟发射现场，还有机会
成为火箭模拟发射指挥官，一声令下，
让“火箭”一飞冲天，感受壮志凌云的
航天正能量。

清明·防火

长沙世界之窗：上演“让火箭飞”

由长沙县路口镇人民政
府主办的首届景然牡丹文化
节在长江以南最大的牡丹园
之一———景然园林科普示范
基地开幕。 此次牡丹文化节

从4月3日持续至4月7日。园
区有132个品种， 九大色系，
十大花型， 上万株牡丹竞相
绽放。截至目前，已有5000多
游客通过网络预约参观。

长沙园林生态园：百亩杜鹃迎来盛花期

景然园林科普示范基地：看牡丹有了好去处

2万多人进入长沙森林防火临战状态

清明小长假去哪玩？除了去长沙各大公园赏花外，市民游客可在长沙
世界之窗放飞“火箭”、纸飞机。

■记者 陈月红 和婷婷 通讯员 邓婷 彭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