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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上午11点多，有
居民向长沙供水有限公司城南
分公司反映，位于天心游路9号
的居民楼发生了水管破裂，导
致居民家中无水可用， 需及时
维修。接到工单后，城南分公司
抢修中心何翼、 肖鑫和抢修队
员们赶到现场核实。

经查，这栋5层楼的居民楼
是由总表供水的， 由于房屋构
造等各方面原因， 暂未进行户
表改造。 此次发生水管爆裂的
漏水点在小区居民水表以内，
属于小区业主自行维护范围，
可是， 这栋居民楼一时之间找
不到物业管理方， 而居民又急
着用水。对此，何翼了解了该情

况之后， 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实
地勘察，表示为居民延伸服务，
帮助居民维修好漏损内线。

“公司领导得知情况后，
认为这事得特事特办，同意无
条件给居民维修管道，保障大
家尽快用上水。”肖鑫说，接到
公司的指令，他们当天就请检
漏人员来确定好了漏水点。为
了尽快完成维修工作，抢修工
作人员需要对现场进行人工
开发，不得不关阀停水，加紧
速度完成维修。花了整整一下
午时间，开挖、排水、修补漏
点、覆土回填，漏水的问题得
到了解决，居民也能在晚饭前
正常用水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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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 今天，滴滴
“有问必答”推出第三期内容，聚焦
用户最关注的10类顺风车相关问
题。记者了解到，很多用户提出希
望引入征信数据， 进行信用审核，
滴滴顺风车称相关沟通工作正在
进行中。

顺风车团队指出，当下顺风车
团队首要工作是结合大家的意见
进一步优化产品方案，把安全工作
做好。以引入征信数据为例，有很
多用户提出希望引入征信数据，进
行信用审核，滴滴顺风车也非常希
望能在确保合法性和保护用户隐
私的前提下和提供征信产品的企
业合作，目前相关的沟通工作正在
进行中。

记者还注意到， 滴滴顺风车
的合乘选择权也会发生改变，不
是由司机来选择乘客， 而将是由
乘客来选择司机。 滴滴设计的模
式是先让车主根据顺路情况邀请
多个顺路乘客， 再由乘客确认其
中一个或者拒绝的机制。 车主可
以同时向多个顺路的乘客发出邀
请，乘客可以根据顺路程度、车主
的信任值、 出行次数等判断是否
同行， 可以有效降低成单后不合
适再取消的风险。 为了解决乘客
确认时间可能不及时的问题，滴
滴设计了多种提醒机制， 确保乘
客及时对邀请进行处理。

顺风车团队表示，顺风车暂时
还没有明确的上线时间，后续将持
续通过微博、微信、公众评议会等
意见征集渠道听取大家的反馈、公
开回复，并结合大家的意见持续优
化、改进整改方案。

■记者 潘显璇

本报8月13日讯 “好大
一场雨，顿时凉快了许多，终
于不用再开空调续命了！”今
天早上，一场暴雨突袭长沙，
雨水送来一时清凉， 可遗憾
的是，晌午一过，太阳就冒出
了头。不仅长沙没有降温，接
下来我省天气的主旋律依旧
是高温。

湘北部分地区迎来阵雨

实况监测显示 ：8月12
日08时至13日08时， 全省
多云间晴天，湘中以北大部
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
雨，其中益阳中部、长沙等
地共24个乡镇出现了暴雨，
最大日雨量出现在桃江县
灰山港镇李家湾村，达76.7
毫米，共90县市最高气温超
过35℃， 其中61县市超过
37℃，最高温出现在邵阳新
宁、 永州市零陵区和祁阳，
达39.6℃。

长沙高温天
未破历史纪录

与往年相比， 湖南到底
算不算热？ 来自湖南省气候
中心的数据显示， 本次湖南
晴热高温自7月16日开始，截
至8月11日，省内高温天数最
多（期间有断续） 的是祁阳
（23天），连续高温（每天都是
高温）时间最长的是临湘（20
天）。“高温天尚未打破历史
纪录。”湖南省气候中心气候
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举例
说，2013年6月29日-8月19
日全省平均高温日数为35.1
天， 为1951年有连续气象记
录以来同期最多， 高温持续
时间最长的衡山、 长沙达48
天， 为1951年以来连续高温

天数的最高纪录。

高温天
将在湖南大范围展开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
10天省内降雨总体偏少， 大部
分地区晴热高温天气持续。14
日白天：湘西州、张家界、常德、
岳阳及益阳北部晴天间多云，
其他地区多云， 大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永州、郴
州、 衡阳及株洲南部局地大到
暴雨。14日晚到15日白天：湘
西、湘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
或雷阵雨， 其他地区晴天间多
云。15日晚到16日白天：湘南多
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

气温偏高， 天气闷热，未
来一周湘西、湘北局地最高气
温可达38℃左右。湖南省气象
台8月13日16时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 预计13日20时至14
日20时， 全省各市州将出现
35℃以上的高温， 其中张家
界、常德、怀化 、邵阳 、永州 、
娄底、衡阳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将达37℃以上， 请做好防范。
根据湖南省气象台智能网格
预报显示，19日开始，40℃的
高温或在湖南展开，而且还是
大范围。

近期湖南晴热高温天气持
续，南部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
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高电力
负荷应对等防范措施； 同时做
好塘坝蓄水、保水和科学用水，
并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以
防范应对湘中以北部分地区的
干旱发生发展。此外，还需注意
防范湘南局地性短时强降水可
能造成的山洪、 地质灾害及城
乡内涝等风险。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一场暴雨难“退烧”，还是“秋老虎”当家
今年长沙高温天还未破历史纪录 未来10天我省大范围或被40℃高温笼罩

搭滴滴顺风车
将由乘客选择司机
合乘选择权也由乘客决定

日前， 长沙市天心游
路9号居民楼水管破裂，
供水公司抢修员紧急抢
修。 通讯员 供图

“抢修快一点，通水就会早一点”
为保障居民正常生活，供水公司抢修员24小时待命

连日高温，为了确保居
民正常用水，长沙水业集团
供水公司抢修中心的工作
人员24小时待命中。近日，
记者走近他们，体验他们是
如何来保障居民供水的。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通讯员 张寒宇

“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抢
修， 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肖
鑫说， 城南分公司负责的范围
在湘江以东、五一大道以南、韶
山路以西， 以及湘府路南边的
生活区， 公司平均每天都会接
到辖区内十余起管道漏损的工
单，平均每天至少安排大小2到
3个维修点实施抢修工作，这些
水管维修，多是因为施工损坏、
管道老化、 路面沉降等原因造
成，天气炎热、用水需求量大，
管道内供水压力增大， 管道受
热胀冷缩而出现断裂也是部分
漏损原因。

“水管的维修技术含量虽

然不高， 可需要在最快的时间
内定好漏水点，实施开挖修补，
以及开挖路面时的安全问题都
是难点。”肖鑫说。

“高温下，露天挖基坑修复
管道时，由于里面的湿气太大，
阀门井下通常温度有 50℃
-60℃， 人跟在蒸笼里没什么
区别。”肖鑫说，他们更多会选
择晚上作业， 可一想到居民白
天做饭需要用水，为了抢时间，
他们只能选择忍受，“我只希望
有些施工单位别乱关阀门，这
会导致一个片区供不上水，我
们还得排查整个区域的阀门，
有些甚至还得下井去检查。”

为保障居民用水，他们无条件做延伸服务

最难忍受的，是高温下的“蒸煮”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