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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日讯 记者从中建
五局土木公司湘府路快改工程项目
获悉， 经过施工人员两晚的紧张施
工， 湘府路芙蓉南路口完成路面恢
复施工，5月3日6时许放开交通，这
也标志着因湘府路快速化改造施工
部分路面封闭2年多的湘府路芙蓉
南路口恢复正常通行。

值得注意的是， 因路口正下方
是湘府路隧道与地铁1号线交会处，
恢复交通后的路面整体抬高1米多，
并形成一定坡度， 行经该路段的车
辆需控制好车速，注意行车安全。

据了解， 湘府路在快速化改造
过程中， 从书香路至刘家冲路约

2.15公里路段采用明挖隧道形式下
穿，在芙蓉南路口上跨已运营地铁1
号线，湘府路隧道底板与地铁1号线
隧道顶部最小距离仅2米，为全国已
建同类工程中最小净距。 中建五局
土木公司湘府路快改工程项目有关
负责人介绍， 为了保证湘府路隧道
的结构安全， 只得对芙蓉南路口地
面道路路面高程进行整体抬高，最
大抬高了1.3米，整个路面抬高区域
往湘府路东西向延伸262米，往芙蓉
路南北向延伸160米， 使得该路口
形成一定坡度。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易赢

本报5月3日讯 三湘都
市报记者今天获悉， 长沙生态
动物园极地动物冰雪世界建设
项目通过可研专家评审。 这意
味着， 长沙生态动物园将建极
地动物冰雪世界， 待项目建成
开放， 届时大家去该园又多了
游玩项目。

生态动物园于2010年10
月建成开放， 前身为长沙动物
园，现园区面积1500亩。据湖南

暮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关于长沙生态动物园极
地动物冰雪世界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前公示》显
示， 长沙生态动物园极地动物
冰雪世界建设项目已于2019年
2月进行环评，长沙生态动物园
拟投资3400余万元在长沙生态
动物园的东南区建设极地动物
冰雪世界项目。 项目总占地面
积近1.4万㎡， 总建筑面积近

6000㎡（包括地上和地下），极
地动物冰雪世界项目以展示、
教育、娱乐为主要目的，极地动
物冰雪世界馆设置有触摸区、
水母展区、 海龟展区、 企鹅展
区、北极狐北极狼展区、海盗船
展区及冰雪世界展区等多个动
物展区， 并且在西侧入口处设
置纪念品商店， 动物维生设备
间位于建筑一层。

■记者 陈月红

■记者 石芳宇

五一假期，在长沙五一广场登隆街
“国风集市”里，一排手工打制的刀具吸
引着过往行人驻足。唯壹捞刀河刀剪制
作技艺传承中心的匠人们带着亲手制
作的刀剪向游客展示。

“希望传统的手艺能够得到传承，
更希望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弘扬。”中心负责人党支部书
记邬柏杨制作刀剪有40年，因为热爱和责任，他和20位
老匠人依然坚持着这份事业。

———工匠精神三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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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剪厂破产，他们自发传承

1953年，捞刀河附近的刀剪小
作坊合并成捞刀河刀剪厂 。1964
年，在全国产品质量检查大评比中，
捞刀河的剪刀荣获第一名， 捞刀河
刀剪从此闻名全国。 随着现代工业
发展，手工制作刀剪逐渐衰落。捞刀
河刀剪厂也难逃历史洪流，于2016
年破产倒闭。 邬柏杨等人就成了捞
刀河最后一批打刀人。

“我们在刀剪厂工作几十年，那
份深厚的情感自然是无法割舍。于
是我们几个党员就组织在一起，带
头成立了唯壹捞刀河刀剪制作技艺
传承发展中心， 目的就是想让捞刀
河刀剪制作技艺能传承发展。”邬柏
杨还劝服久居深圳的66岁的铁匠明
星戴星可回来， 组成了一支20多人
的稳定非遗传承团队。

千锤百炼刀坯才成形

技艺传承中心的门面在楚家湖
路上， 而制作中心则在双湖村的一
间简朴民居里。

红通通的火炉旁， 戴星可一手
拿着铁钳夹出烧得通红的铁坯放在
墩子上，一手拿着小锤敲打坯子，邬
柏杨则在对面用一把十斤的大锤跟
着敲。 期间， 戴星可还要转动着铁
坯，捶打均匀。“小锤打哪，大锤就跟
着打，像唱二人转，要靠配合的。”邬
柏杨告诉记者，一把刀起码要打2个
小时，上千锤。

叮当声中， 刀坯被打得火花四
溅。之后再在坯中夹入钢条继续打，
1斤2两的刀坯捶打成型后只剩不到
1斤。接下来是整样、淬火、抛光、磨
口……捞刀河刀剪工艺复杂， 从原
材料加工到成品， 需经过三十四道
工序，制作出来的刀剪开合和顺、刃
口锋利、造型美观、经久耐用。邬柏
杨说：“一把好刀，叶平四正无弯曲，
刀背如一根葱，刀口呈鱼肚型，铁中
夹钢制作而成。没有夹灰夹碳，没有
缺口断口和白点。用起来前切后砍，
好磨易切。”

老客户穿越长沙城来买刀

邬柏杨说， 目前中心里打刀的
师傅年纪都上了50岁， 依然用传统
方式打刀， 虽然与现代的精工刀具
无法比颜值，但刀很实在、很坚硬。
“上周一个老人坐近2个小时公交车
从长沙城南边到北边店里买刀，他
说20年前家里买的一把捞刀河刀还
没用坏。”这让他很感动。

捞刀河刀剪光环逐渐退去，匠
人们依然为捞刀河的刀剪延续着生
命。“这活虽然又脏又累， 但我们依
旧热爱它， 我们不想让这个技艺消
失。”2016年10月，捞刀河刀剪制作
技艺被定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第四批
省级非遗代表项目。 邬柏杨告诉记
者， 他希望年轻人们能够珍惜这快
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习刀剪
制作。 他与其他匠人将毫无保留地
将技艺传承给下一代。

专职“医生”
守护500余个“大家伙”

今年3月，机场一处地井充
电设备在安装时出现了电源故
障。 生产厂家的维修人员来现
场琢磨了大半天也没解决。

未在现场的周宇群获悉
后， 请厂方把现场设备图片和
运行参数等信息通过微信发
来。“是供电压降过大了!”周宇
群很快找到了“病因”。厂家按
此“对症下药”调整参数，果然
“药到病除”，解除了故障。

自1991年毕业后到黄花机
场机务保障部工作至今。28年
来， 经过对数百台设备的“雕
琢”，周宇群逐步“通关”，从一
名普通技师成长为全面掌握机
械、电气、液压、软件等设备各
类故障维修技术的专家。

如今， 周宇群和团队承担
着机场500余台特种车辆设备
的保障任务，他们如同这群“大
家伙”的“专职医生”，总能在第
一时间“问诊治病”，为航班稳
定持续运行保驾护航。

技改能手
让“老伙计”重放光彩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
国民航特种车辆设备发展刚刚
起步， 我国机场需要大量从国
外进口特种车辆设备。

“这些设备种类多，可每种
产品的数量少， 购置价格和维
保成本较高且受制于国外厂
家。”周宇群回忆，刚来黄花机
场工作时，机场航班少，对飞机
进行保障的主要是进口设备。

当时， 一台国外产的电源
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漏电现
象。周宇群发现，原来是一处二
极管连接走线有误。经过商议，
国外厂家同意机场可以自行进
行改修。

周宇群和同事们便“摸着
石头过河”，边试边改，将其改
造一新，安全投入了运营，目前
仍在“服役”。

“机场的特种车辆设备，如
果没到国家强制报废的使用期
限，只要维修得当，这些‘老伙计’
都还能发光发热。”周宇群说。

从改造后使用寿命达20多
年的法国牵引车， 到获得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的飞机牵引杆，
周宇群和团队在近20年间共完
成特种设备技术改造百余项，
并在不断技改创新中推动了国
产特种设备技术升级。

创新巧匠
行业领先试点“油改电”

在黄花机场T1航站楼机务
保障部特种车队车间， 一排排
洁净如新的“大家伙” 整齐摆
放，不少车辆的车身印着“电动
车”字眼。

“这是我们团队这些年自
主创新的主要项目。”周宇群介
绍，为节能减排，中国民航局于
2015年推进机场地面特种设备
“油改电”， 即用纯电动车辆替
换传统燃油车辆。 黄花机场为
全国6个试点机场之一。

目前， 黄花机场机坪的逾
半数特种车辆均为电动车型，
电动车覆盖率居行业领先，每
年可减少碳排放约500吨。

机场特种设备守护者:28年铸成匠心
黄花机场技术员周宇群深耕专业，对电源车、牵引车、升降车等设备结构了然于胸

在乘坐飞机的时候， 大家是否注意过机场运行的
各种特种车辆设备， 它们是为飞机在起飞前和降落后
提供保障服务的。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第一批机务专业
技术员周宇群的工作，就是要维保好电源车、气源车、
牵引车、升降车等特种车辆和设备，决不能让它们“带
病上阵”。28年深耕专业， 各种设备的结构了然于胸。
在徒弟眼里，他是无所不知的师傅；在设备生产厂家心
中，他是让人既“害怕”又要感谢的专家。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寇冠乔

怎么识别一把好菜刀
捞刀河刀剪师傅来教你
捞刀河最后一批打刀人期待老手艺“重放火花”

长沙生态动物园将建极地动物冰雪世界

湘府路芙蓉南路口恢复正常通行

周宇群对设备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