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长沙地铁4号线碧沙湖站，中建五局三公司的工程师在检测消防设施。 记者 傅聪 摄

本报5月20日讯 终生
禁驾，再也不能申领到驾照，
更不能驾驶机动车！ 今天下
午，省交警总队发布今年1-4
月以来157人终生禁驾名单。
记者了解到， 我省交警将持
续开展终生禁驾人员、 突出
违法车辆、典型事故案例、事
故多发路段、 高危风险运输
企业“五大曝光”行动。

今天， 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联合各市州公安局交警支
队曝光今年 1-4月份以来
157人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并列入黑名单实施动态监

管，一旦发现其中有人再次申
领机动车驾驶证，系统将会自
动锁定不予办理相关业务；此
次终生禁驾人员名单中，造成
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
为126人，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
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的为31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今年前4个月157人被终生禁驾

本报5月20日讯 每年5
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
为推进健康湖南建设， 今天
上午，湖南省卫生健康委、湖
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等部门联合举办
全民营养周暨学生营养日宣
传活动。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慢病科科长金东辉表
示，市民健康饮食应保证“餐
餐有蔬菜、 天天有水果”，而
且蔬果摄入要足量。

湖南省卫健委副主任彭
振国透露，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及
生活方式变化等， 我省营养
运动失衡及其相关疾病的流
行日益突出。 最近一次慢性
病与营养监测显示： 我省谷
类、大豆、坚果、蛋、鱼虾类已
基本达到中国居民营养膳食
指南推荐的摄入量。 成人居
民中有51%的人蔬菜、 水果
摄入不足，达不到标准。畜禽
肉类、盐、油脂类、饮料等高
于膳食指南的推荐水平。由
此， 营养及其相关疾病的流
行日益突出， 全省成人居民

超重率31.3%、肥胖率12.2%、高
血压患病率27.2%、糖尿病患病
率8.9%、 血脂异常总检出率
35.3%。

怎样才能保证每天吃足
够的蔬果？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营养科主任朱旭萍提出“三
步走”。

首先是餐餐有蔬菜。 如果
是三口之家， 一般全家每天需
要购买1-1.5kg新鲜蔬菜，并分
配在一日三餐中。 适合生吃的
蔬菜，可以作为饭前饭后的“零
食”和“茶点”。

其次是天天吃水果。还以三
口之家来算， 一周应该采购
4-5kg新鲜应季的水果。把水果
放在容易看到和方便拿到的地
方如餐桌、茶几，提醒可以随时
吃，要培养孩子吃水果的兴趣。

最后是蔬果巧搭配。 以蔬
菜为中心， 尝试一些新的食谱
和搭配， 让五颜六色的蔬菜水
果装点餐桌，愉悦心情。单位食
堂也应提供如什锦蔬菜、 大拌
菜等菜肴， 利于人们进食更多
的蔬菜。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亚娜 蔡龙

本报5月20日讯 智能VR诊
疗、虚拟鼠标、共享房屋……一系列
大学生就业创业项目在湖南人才市
场登台展出。今天，第二届湖南省大
学生社团就业创业能力挑战赛（以
下简称挑战赛）落幕。湖南劳动人事
职业学院网络营销协会问鼎挑战赛
冠军， 亚军和季军分别由长沙师范
学院武术协会与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协会夺得。 此次比赛共集
结了全省近九成高校的2000多个
社团，30多万大学生参赛。

省人社厅副巡视员吕志纲表
示，经过两年的发展，湖南省大学生
社团就业创业能力挑战赛已经从叫
得响的湖南品牌， 发展成为用得好
的金牌赛事。

此外，总决赛现场还启动了“就
业吧2019掌上高校毕业生服务月”
活动，将推选200家知名企业，提供
一千多个优质岗位， 精准帮扶大学
生实现就业。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龚颖

本报5月20日讯 今天，省教育
考试院下发相关通知，2019年全省
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将于
6月30日举行。

根据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有关要
求，凡外语科考试语种为日语、俄语
等小语种的考生， 如报考外语专业
或对外语口语有要求的相关专业，
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日、 俄等小
语种口试。 口试地点设在湖南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考生凭《高考准考
证》《身份证》 于6月29日到湖南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办理报名手续，6
月30日参加口试， 考生参加口试所
需费用自理。 ■记者 黄京

没想到，我省51%的成人蔬果摄入不足
怎样保证充足的蔬果？专家教你三步走

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
6月30日举行

第二届湖南省大学生社团
就业创业能力挑战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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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0日讯 长沙地铁
4号线一期工程预计将于5月26
日正式载客试运营。 在长沙大
家坐地铁出行将更便捷。 大家
坐长沙地铁4号线，将如何与其
他轨道交通换乘？据悉，该线路
共有13个换乘站， 其中观沙岭
站、树木岭站与城际线换乘，在
长沙市轨道交通线网结构中作
用突出。

13座换乘站对接多条线路

长沙地铁4号线的线路色
为紫色。4号线一期工程全长
33.5公里，设25座车站，均为地
下车站， 由西至东分别为罐子
岭、月亮岛西、湘江新城、汉王
陵公园、福元大桥西、茶子山、
观沙岭、六沟垅、望月湖、溁湾
镇、湖南师大、湖南大学、阜埠
河、碧沙湖、黄土岭、砂子塘、赤
岗岭、树木岭、圭塘、沙湾公园、
粟塘、平阳、长沙火车南站、光
达、杜家坪。

地铁4号线即将载客试运
营，这标志着长沙地铁即将从
“十”字换乘时代驶入“网络化
运营”时代。4号线一期工程全
线25座车站中，换乘站点达13
处。届时，广大市民和乘客朋
友可通过2号线溁湾镇、 沙湾
公园、长沙火车南站、光达4座
车站与4号线实现换乘， 也可
通过黄土岭与 1号线实现换
乘，还可从4号线观沙岭、树木

岭与长株潭城际铁路互联互
通。未来4号线阜埠河、圭塘、
六沟垅3座换乘站也将分别无
缝对接3、5、6号线， 全面扩大
长沙轨道交通线网综合效能，
进一步激活长沙市民“半小时
生活圈”。

5个特色站点文化韵味浓

全线25座车站中， 有汉王
陵公园站、六沟垅站、湖南师大
站、湖南大学站、树木岭站特色
站5座， 这5座特色站都是根据
它们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文
化属性而设计的。

其中汉王陵公园站， 通过
门阙、斗拱、车马行云图、柱头
的卷云纹等重点突出汉代文
化，整体结构打破了空间上的
沉重，富有活力；湖南师大站
以古代竹简为设计元素 ，以
“书卷”翻开为造型，以“竹简”
颜色为点缀、用“窗花格”设计
元素来融合， 塑造出如倚窗翻
阅书卷的文化空间， 表达大学
站的教育、文化气息。湖南大学
站，以湖南大学古树、岳麓枫叶
为设计元素， 以柱子为标准单
位格向四周发散，“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采用龙骨与方通结
合， 营造绽放的空间效果，展
现这所百年名校悠久的历史
与新一代大学生的青春绽放，
蒸蒸日上。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地铁4号线将载客试运营，换乘请看清
全线25座车站，共13个换乘站点，5个特色站文化韵味浓

链接

13个换乘站点位置

【月亮岛西站】
位于银杉路与月亮岛

路规划路十字路口南侧，
可与地铁10号线换乘。

【观沙岭站】
位于银杉路与杜鹃

路、观沙岭路交汇中心，可
与长株潭城际铁路滨江新
城站无缝换乘。

【六沟垅站】
位于银盆南路与桐梓

坡路现状“T”字路口北侧
下方， 可与地铁6号线换
乘。

【溁湾镇站】
位于枫林一路与麓山

路三岔路口北侧地块下
方，可与地铁2号线换乘。

【阜埠河路站】
位于阜埠河路与后湖

路路口的西北侧， 可与地
铁3号线换乘。

【黄土岭站】
位于赤黄路与芙蓉南

路十字交叉路口， 可与地
铁1号线换乘。

【砂子塘站】
位于赤黄路与韶山中

路十字路口西北侧啤酒厂
地块内，可与地铁7号线换
乘。

【树木岭站】
位于劳动东路与树木

岭路丁字路口下、 车站沿
劳动东路东西向布置，可
与城轨树木岭站换乘。

【圭塘站】
位于劳动东路与万家

丽路十字路口东侧下方，
可与地铁5号线换乘。

【沙湾公园站】
位于规划的体育新城

以南、劳动东路上，可与地
铁2号线换乘。

【长沙火车南站】
位于长沙火车南站的

下方， 可与地铁2、11号线
换乘。

【光达站】
位于梯塘路与银湖西

路相交路口下方， 可与地
铁2号线换乘。

【杜家坪站】
位于杜家坪路与桂花

大道规划路十字路口下
方，可与地铁11号线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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