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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日讯 今天上午，
第七届湖南省护鸟营项目启动
仪式暨第二届“圣辉·护生功德
奖”颁奖典礼在益阳沅江举行，
拉开了今年全省“候鸟守护者”
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的序幕。

据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
合会会长何建军介绍，由湖南省
护鸟营延伸出来的湖南“候鸟守
护者”行动网络，现在累计有24
个在地护鸟营、10座候鸟守护
站、9个村级护鸟队，注册的省级
“候鸟守护者”119名， 各地候鸟
守护者近3000人。2018年湖南
“候鸟守护者” 行动网络将进一
步扩展，一方面在省内增加覆盖
范围，另一方面将探索行动网络
模式落地推广，把湖南的模式扩
展到广西、江西、湖北等地，整合
迁徙路径上下方资源形成合力，
合力护鸟迁徙。

据了解，2017年全省森林公
安机关自候鸟南迁以来，共侦破
破坏野生鸟类资源刑事案件6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1人，查处
林业行政案件132起， 处罚违法
行为人员235人次，收缴鸟类52.8
万余羽，有效打击了破坏野生鸟
类资源违法犯罪势头。其中临湘
市森林公安局，不畏艰苦、不惧罪
恶势力，通过半年的侦查，侦破了
一伙在湖南、湖北交界处非法捕
猎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26名，逮捕13人，收缴
鸟类52万余羽，让52万只天空的
精灵得以重回蓝天。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盛凯

第七届护鸟营
在南洞庭湖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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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日讯 4月1日
起，湖南进入汛期。时而春雨
淅沥、时而阳光明媚，忽又狂
风暴雨、电闪雷鸣，今天，天气
就像孩子的脸一般, 说变就
变，长沙也迎来今年进入汛期
后的首轮降雨。

3日15时46分，长沙市气
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
号：预计望城区、宁乡市未来
6小时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
可能造成雹灾， 提醒公众注
意防范。

3日20时左右，三湘都市
报记者从长沙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获悉，今天8时至19：30，
长沙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0.4
毫米，降雨集中在望城区、宁
乡东部和长沙主城区， 其中
最大降水站点为宁乡市政府
站， 降雨量为64.3毫米。3日

19：20， 湘江长沙站水位为
30.77米。

据长沙市防办3日20时掌
握的情况， 全市各地没有出现
洪涝灾情。 各类水库蓄水均控
制在汛限水位以下，浏阳市、宁
乡市等山洪易发区域没有出现
山洪灾害， 长沙城区未出现大
面积渍涝情况。

长沙市城区排水设施运行
服务中心对所辖城区45座泵站
及17个易积水点加强了管理及
监控。“降雨后， 我们的工作人
员及时进行排水等， 辖区范围
内目前未出现大面积、 长时间
积水， 也没有影响交通通行。”
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程继学
介绍， 长沙城区45座泵站运行
情况及17个易积水点的现场情
况目前均在掌握中。

■记者 陈月红 李成辉

本报4月3日讯 昨天中
午， 长沙街头已经有行人着
清凉夏装出行， 后面几天可
能就没法“任性”了。据省气
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气
温起伏大，今晚～5日（清明
节）有一次强降温、局地暴雨
天气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
短时强降水、 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 过程最高气温降幅可
达14℃～16℃。

省 气 象 台 预 计 ，3 日
晚～5日有一次强降温、 局地
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最强降雨
时段为3日晚~4日，主要落区
在湘中以北一带，最大日雨量
可达60~80毫米，最大小时雨
量可达30~50毫米，并伴有短
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4日冷空气开始
影响， 过程最高气温降幅达
14℃~16℃，最低气温降至
7℃~9℃。6日起转为多云间

晴天气为主，气温回升。
3日晚到4日白天： 湘西州、

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阴天有
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
到暴雨， 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
2-3级； 今天最高气温29℃
-31℃，明天最高气温湘西、湘
北 22℃-24℃ ， 湘东南 28℃
-30℃， 其他地区24℃-26℃，
明天最低气温湘西、湘北13℃
-15℃，湘东南18℃-20℃，其他
地区16℃-18℃。

4日晚到5日白天： 湘北阴
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
湘西州、怀化北部、岳阳、益阳
局地暴雨， 其他地区阴天有阵
雨或雷阵雨。

5日晚到6日白天： 湘北小
雨转阴天， 其他地区阴天有小
到中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南
部、永州北部局地大雨。

■记者 李成辉

本报4月3日讯 历时6个小
时的混凝土浇筑后，近日，由中
铁二十五局集团承建的长沙市
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工
程项目部罗家嘴立交桥首联梁
顺利浇筑完成， 为后续上部结
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浇筑的首联箱梁为跨
匝道双箱梁， 箱梁长66米、宽
9.4米、高1.5米，用天泵输送混
凝土的方式，分两次浇筑完成。
为保证安全性， 项目部对最大
极限施工情况进行了计算。罗
家嘴立交桥的建设， 降低了立

交匝道出入口对主线交通的影
响，同时增设了南北向辅道以连
接靳江河两岸，将有效缓解西二
环到潭州大道的交通压力。

湘府路快速化改造河西段
主线高架北起中央大道，沿线跨
越中央大道、建兴路、岳塘路后，
北向东转入洋湖大道，并依次跨
越和顺路、 地铁3号线后在兆新
路前落地，与既有湘府路大桥引
桥对接。

根据计划，河西段将在2019
年建成通车。 ■通讯员 杨宇

刘运卓 记者 叶子君

本报4月3日讯“岳麓山景
区贴出提示， 说景区今天上午
将喷洒生物药粉， 药粉无毒但
气味重， 建议游客更改行程或
推迟入园。 不晓得这究竟喷的
是啥药？喷药后，多久才能去岳
麓山景区好？”今天，不少读者
给三湘都市报打来咨询电话。

岳麓山园容绿化公司总经
理杨妍花告诉记者， 为了维护
好景区的生态环境， 每年他们
都会根据季节给景区的林木进
行不少于4次的杀虫。“眼下正
是害虫虫卵刚出来的时候，杀
虫效果最好。”杨妍花说， 他们
将林木杀虫时间初步定在4月3
日7:30至10:00， 这也是该景
区今年首次给林木杀虫，“其实
从今天早上6点我们就开始了
杀虫， 主游道用车载设备喷射
杀虫剂，小道上采用人工杀虫，
期间下雨， 又根据情况需要补

喷了， 上午9时多就完工了。”据
她介绍，喷的杀虫药剂主要是苏
云金杆菌（Bt）， 加了点阿维菌
素，“我们用的杀虫药剂是低毒
的，喷洒在树叶上，吃了有药的
叶子后虫子就会被毒死。但这药
剂对人体几乎没影响，就是刚喷
洒的时候气味较重，但气味消失
也很快。”上午12时许，她表示，
上午11时左右景区已经几乎闻
不到杀虫剂的味道了，“对前来
游玩的游客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的影响，市民可以放心来玩。”

“杀虫有时需要在有风时借
助上升气流，有时还需要结合气
温等进行，因此，我们有时会根
据情况需要安排杀虫，一般都会
提前在景区发出提醒，杀虫期间
可能会给前来游玩的游客暂时
带来不便。”杨妍花表示，希望市
民能理解、配合。

■记者 陈月红

岳麓山林木喷了杀虫剂，还能去玩吗
景区回复：对人体几乎没影响，可以放心来玩

长沙入汛首轮降雨过程上演“超级变脸”

高温雷电狂风暴雨冰雹，一天齐“享”

全省连线

清明前期有暴雨强对流天气
最高气温下降14℃～16℃

岳麓区罗家嘴立交首联梁成功浇筑

▲4月3日18时40分， 雷电暴雨袭
击下的长沙城区。 顾荣 摄

▲4月3日16时45分， 长沙市天
心区豹塘路附近， 雷电暴雨大风过
后，道路两侧的部分围挡、树木及设
施被刮倒。 周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