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开车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
事项呢？

“多做车辆检查，尤其是在跑长
途前， 要对车辆做个全面检查。”一
业内人士介绍， 检查的项目主要包
括轮胎与胎压，一旦发现胎压过高，
应当及时将车停于阴凉处休息降
温；还有夏季车辆易自燃，多看看机
舱内有无油液泄漏、 管线的隔热与
包裹等情况，保持机舱干净整洁。

“不要在车上留置打火机、香
水、 易拉罐的碳酸饮料等易燃易爆
物品。”长沙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
提醒，夏季车内温度高，这些物品在
高温下容易引发火灾等安全问题。
此外，夏季千万记住不要将小孩“落
在”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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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 记者今日从
省自然资源厅获悉，省政府于近日
下发通知，在长沙市开展下放部分
省级土地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共涉
及6大项省级土地行政管理权限。
试点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

下放的6大项省级土地行政
管理权限分别是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有条件建设区修改审批、 建设
用地预审、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审批审核、 农村土地开发复垦项
目审查、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
目实施方案审查和批复、 行政复议
应复以及行政诉讼应诉。根据安排，
涉及长沙市行政区域范围的这6大
项省级土地行政管理权限， 将以委
托下放、直接下放方式，交由长沙市
政府或者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承接。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实习生 肖娴

“我出生在岳阳县
一贫困农户家庭，6岁
放牛 ，12岁做 长工 。”
带着浓郁的岳阳口音，
朱再保介绍起自己的
故事。

为了报恩，1951年2
月， 已经任区团委书记
的他瞒着家人和单位参
军入伍， 走上了抗美援
朝的战场。金城战役后，
朱再保所属部队1800多
名战士仅三十多人存
活， 朱再保是其中的幸
存者。战场上，朱再保火

线入党， 成了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我的生命是
1800多名战友用生命换来
的，只要活一天，就要对得
起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
们。”他说。

1966年，朱再保被诊
断为胃癌晚期， 医生预言
他活不过5年。他的军旅报
国梦因此终结， 部队将不
到40岁的他安置在岳阳
军分区干休所休养。 尽管
如此， 历经战火洗礼的朱
再保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
诺言。

车外37℃， 车内59℃……高
温来袭，长沙持续“烧烤”模式，开
车一族也开始“受罪”：打开车门，
热气蒸腾， 如同走进桑拿房般闷
热难耐。夏季开车如何最快降温？
7月24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对网上
盛传的开关车门降温之说进行了
测验。

【“烤” 验】 室外停车1小
时，车内温度飙升至59℃

“太热了， 一上车就像进了桑
拿房。”7月24日， 长沙市民刘先生
带家人到省妇幼做检查，由于医院
车位紧张，只好将车停到附近的露
天停车场，几个小时后家人做完检
查，他赶来取车时发现车内闷热难
受。刘先生一启动汽车，便迅速打开
车内空调，直奔医院接人。

在长沙，每到夏天，像刘先生
一样遭遇过车内蒸桑拿的司机不
计其数。

据悉， 一般养生馆内的汗蒸
房温度在40℃-45℃之间，桑拿房
的湿蒸温度则为45℃-60℃。那
么，夏天室外停车后，车内究竟有多
热呢？7月24日，记者进行了实地测
试。当天下午1点许，室外气温显示
37℃多， 汽车停在烈日下1个多小
时后，车内温度飙升至59℃。

【验证】 开关车门10次通
风，降温超13℃

网传上车前连续开关车门，
排出车内热空气， 能有效降低车
内气温。事实真的如此吗？

7月24日，记者也实地测验了
一下该方法。 当车内气温为59℃
时，记者把副驾驶车窗降下，连续
开关主驾驶车门10次， 然后再次
测试车内温度。此时，车内温度已
不到46℃，降温幅度超过13℃。看
来，这一降温窍门确实有效可行。

“原理就是加速空气流通，以
达到降温。”资深汽车行业人士介
绍，除了该方法外，室外停车前，
将四个车窗留一条很细的缝隙，

也可以缓解车内的保温效果。 不过
缝隙不能留过大， 以防盗窃以及突
然下雨而导致的损失。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赵亚晶

九旬老兵朱再保：“穷”其一生做公益
助学活动惠及超3万贫困学生，组织植树100万株，却仍蜗居在40平方米老房里

“我是死过几回的
人， 得把一天当两天过，
抓紧时间给社会做点贡
献！”7月24日，在湖南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的会议
室里，91岁高龄的抗美
援朝老战士朱再保平静
又坦然地说起这些年一
直在奋斗的原因。

如果不是亲耳听他
的故事，很难相信这个已
过鲐背之年的老人，曾在
枪林弹雨中冲锋，曾经因
胃癌晚期被医生“判了死
刑”，又一次次奔走四方，
把绿色“播种”到人心。他
先后获首届全国十大社
会公益之星、中国环境保
护特别贡献奖等各类奖
励逾200多项， 被誉为

“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1986年，洞庭湖区湿地生态破坏严
重、水质下降、部分物种消失的严峻现
状，引起了朱再保的极大关注，他说：“挑
战生态之殇，我有责任。”从此，他踏上了
长达33年的环保之旅。

为动员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环保
队伍，他发起成立了岳阳市环保志愿者
协会。他为全市城乡学校师生作环保报
告3500场次，在他的带动下，岳阳市环
洞庭湖5个县的18万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成为了“湿地卫士”。

1999年，朱再保动员开展“保护洞
庭母亲湖，捐植千亩世纪林”活动，募集
捐款26万元，在华容县幸福乡临长江五
公里大堤一侧植防洪林25万株，成为幸
福垸3万垸民的“生命源林”。2003年以
来，他组织捐植“生命源林”近7000亩，
累计植树100万株。

十九大之后，他响应习总书记“绿
色扶贫”的号召，广泛发动中小学生参
与，仅2018年就在岳阳县黄沙街扶持村
民种植油茶林2300多亩，被誉为“岳阳
杨善洲”。

一个年逾90岁的老人长期奔波于
岳阳城乡，很多人担忧其安全，为此，朱
再保郑重地立过一份遗嘱，强调公益路
上如发生不测，责任自负，家人不得向
任何单位和个人申请赔偿。有人问他为
什么这么拼命，朱再保说：“环境保护关
系民族兴衰。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造福
子孙后代。”

1978年3月，因长时
间为学校义务打扫厕所
结缘， 朱再保被岳阳市
一中等多校聘为校外辅
导员， 之后又成为全市
4400所中小学的校外总
辅导员。 他发现岳阳楼
区不少残疾人生活十分
困难，于是动员学生，每
个月或捐一个煤， 或捐
一把米， 或捐节约的两
三元钱。 他还发起助学
活动，累计募集现金600
万元、大米400吨、学习

用品80万件，让3万余名贫
困学生得以重返校园。

他的志愿服务总时间
超过18万个小时， 相当于
上班族 90年工作时间 。
2017年，他膀胱瘤大出血，
不得不接受手术， 医生严
嘱必须“卧床三个月”，但
术后第6天， 他就强行出
院，重返公益路。他骑坏了
40辆自行车， 乘公交总里
程达25万公里，有人估算，
他相当于走了20回“红军
长征路”。

“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志愿服务超18万个小时，骑坏40辆自行车

33年环保之旅：
“挑战生态之殇，我有责任”

侧影
蜗居在40平方米老房子里的环保斗士

其实，朱再保老人的生活十分节俭，至今，他们夫妇两人仍住在军干所40平方米的老房子
里。他家里用来冲厕所的水来自老伴收集的洗衣、洗脸、洗菜、淘米水。他们家夏天几乎从不开
空调，只用电扇。但朱再保觉得很满足，他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环保、参与环保，有那么多志同
道合者，就是最大的成就与财富。

无论在哪个“战场”，这名91岁高龄的老兵，一直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雷其荣 周文卓

车外37℃车内59℃
这样做能快速降温
记者测验：连续开关车门10次，降温13℃

我省在长沙试点下放
6大项省级土地管理权限

提醒

夏季开车
还有这些要注意

▲朱再保指导岳阳市二中学生在
“生命源林”植树。▲

朱再保在“学党史 颂党恩 跟
党走”主题报告会现场。 通讯员 供图

在烈日下停车1个多小时后，车
内外温度相差20多摄氏度。（扫描报
眉左上角二维码可看测验视频）

记者 胡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