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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午11时许， 正是阳光最
毒辣的时间段。已经在烈日下工作了
3个多小时，曾健满头大汗。从2018
年起他正式进入了这个行业，每天他
都会开着装载了将近百来块电池的
面包车，在街头找寻需要换电瓶的助
力车。曾健说，他管辖岳麓山景点和
大学城，需要给助力车换电瓶的频率
会比其他的同事更高一些。

“你得先确定哪些车是需要换
电池的，从最简单的找车开始吧。”曾
健派了最轻松的任务， 记者轻摇车
把，如果电量显示为两格或者是低于
两格，就需要更换。看似简单，但要在
80多台助力车里找出需要更换电池
的车辆，时间一长就有点混乱，稍不
注意，刚刚检查完的车辆里又停进来

一辆，又得从头再来。
“需要更换电池的车辆搬出来

先集中放， 不会弄混又方便换电
池。”搬车、开电瓶锁、拿电瓶、放置
新电瓶，曾健一气呵成。不到几分
钟，10辆助力车电力满满。 为了追
求速度， 自认为力气不小的记者，
也想依葫芦画瓢一次多拿几个电
瓶，可看似体积不大的电瓶重量却
不轻。由于业务不熟悉，记者更换
一个电瓶都要2分钟以上， 来来回
回弯腰起立搬运电池耗费不少体
力，很快速度就慢了下来。

“像你这个速度， 肯定干不
完。”曾健笑着表示，自己一天要更
换400多辆助力车电池， 在暴晒的
环境下工作将近7个小时。

烈日下为400多辆助力车换电池

刚完成爱民路区域工作的曾
健带着记者前往下一个停放点。面
包车内空调刚刚起作用，记者又跟
随曾健进入室外的高温中。温度的
陡然切换， 让原本有些乏力的记者
突然感觉眼前发黑， 曾健见状赶紧递
来一瓶矿泉水。“我平时就是怕不适应
这样一冷一热的情况， 一般车上都不
开空调，干脆一直热着好了。”

问其为什么这么拼的原因，曾
健向记者解释说，为了保证管辖范
围内所有的助力车随时都有电，他

们的工作是两班倒。 一班是从早8
点到晚8点，另一班是从晚8点到第
二天的早8点， 而接手他的同事正
是自己的老婆。

“我多做点， 老婆接班就可以
少做点。虽然工作环境热了点，但这
个工作确实也让我们家条件越来
越好了。要是白天工作不太累，晚上
就陪着我老婆一起换电，一起干更
有劲儿。”曾健满脸笑容，对新生活
的憧憬战胜了高温。 ■记者田甜

通讯员 费美琳

夫妻搭档，新职业让他们找到了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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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2日讯 酷暑难
耐，是不是很想来一场避暑之
旅？高温之下，哪里还有清凉
之地？今天，2020年湖南“夏
季避暑旅游胜地” 发布会在
长沙举行， 湘西里耶古城景
区、怀化黄岩生态旅游区、郴
州东江湖旅游区、张家界茅岩
河景区、邵阳云山国家森林公
园、株洲云上大院景区、湘西
古丈县、 永州道县获评湖南
“夏季避暑旅游胜地”。

本次评选活动由湖南省
气象局、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指导， 湖南省气象学会和
湖南省旅游学会主办， 旨在
深度挖掘湖南境内山岳森林
避暑康养、 湖泊水域溯溪戏
水、湿地物候万千气象、草甸
花海户外体验及民俗古镇文
化度假等夏季避暑旅游资
源， 探寻森林避暑、 物候观
景、文化探源、漂流戏水、康
养休闲于一体的夏季避暑旅
游胜地， 为市民推介更加专
业、更为精准、更有特色的气
候旅游胜地。

湖南夏季避暑气候资源
丰富， 以山岳森林避暑康养、
湖泊河流戏水体验、天气物候
特色观景、人文民俗养生度假
为特色。究竟何为夏季避暑旅
游胜地？纳凉、养生、戏水一个
元素都不少。据悉，专家评估
组主要从气候条件舒适性、生

态环境优质性、旅游资源优越
性、人居环境适宜性、配套设
施完善性等五个方面进行评
定。评选有严格的评价指标体
系， 除了包含人体舒适度指
数、 避暑旅游气候适宜度、区
域地表水质、 森林覆盖率、负
（氧） 离子水平等评分标准外，
气象元素也不可少， 气候旅游
胜地必须有奇观奇景， 或赏云
海、日晕、日出、晚霞等天气景
观资源，或拥有季节雨、物候等
气候景观资源。

此外，好的景点必须有好
的服务和体验，评选指标体系
还对旅游安全保障、交通设施
与服务、 餐饮设施与服务、体
验设施与服务都提出了详细
的考核要求，能真正为公众带
来一场舒适清凉的避暑出行
体验。

湖南自2018年启动评选
“气候旅游胜地”以来，有力带
动了参评地区的旅游与经济
发展。比如，桂东县获评“夏季
避暑旅游目的地” 后，2019年
夏季（6-8月）全县旅游接待
人数99.72万人次， 同比增长
24.2%， 旅游综合收入3.07亿
元，出现了县域避暑旺季一房
难求的火爆场景。

湖南夏季避暑黄金期已
开启，有避暑计划的你，或许
可以到这些地方，一探究竟。

■记者 李成辉
本报8月12日讯 记者今天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了解到，该
院日前成功在国内首次开展异种
原位全肝移植手术（转基因版纳
小型猪-恒河猴）。 受体猴在无免
疫干预的条件下， 存活超过16小
时，成为转基因猪-猴异种原位全
肝移植手术国内存活记录。

异种原位全肝移植手术是指
将获取的转基因猪的全部肝脏植
入切去原肝的恒河猴体内， 完全
替代原肝发挥功能。 湘雅二医院
肝移植团队此次首次实施异种原
位全肝移植手术 （转基因猪—
猴）， 第一台手术耗时4.5小时，第
二台手术耗时3小时。 过程顺利，
肝脏恢复血流后2例移植肝功能
逐渐恢复， 存活时间分别为11.4
和16.5小时。

该项目由湘雅二医院肝脏移
植科、 移植医学研究中心和云南
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合作完成。
异种器官移植临床前期研究开展
难度大、移植技术复杂、术后长期
存活还需要克服急、 慢性排斥反
应、凝血障碍、术后感染等一系列
难题。

据透露， 器官短缺一直是制
约器官移植领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之一。 大量晚期器官衰竭的患者
因器官短缺不能得到及时救治而
死亡。转基因猪器官的应用，带来
了解决器官短缺的希望。 湘雅二
医院异种器官移植研究团队，致
力于取得异种器官移植领域突破
性进展， 并最终解决临床器官短
缺问题。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杰群 章忠强 孟凡佳

顶着烈日，给城市绿色出行提供“能量”
共享助力车换电员：高温不是考验，新职业给了家庭新生活

在倡导绿色出行
的今天，出行便利、随
处可见的共享助力车
成为了不少人短途出

行的首选，随之而来的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虽已立秋，长沙依然
是高温当道， 顶着烈日在城市街头为共享助力车换电瓶是种什么
样的体验？8月1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跟随哈啰共享助力车换电员
曾健，感受烈日骄阳下，他们为城市绿色出行作出
的奉献。（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猴子植入猪肝仍活着
湘雅二医院成功完成异
种原位全肝移植手术

避暑去哪儿？ 省内这些地方可享清凉
纳凉、养生、戏水……道县、古丈等八地获评湖南“夏季避暑旅游胜地”

湖南省2020年度“夏季避暑旅游胜地”

曾健在高温下给助力车换电瓶。 刘品贝 摄

这里山水秀丽、历史悠久、人文鼎盛。这里是沈从文
笔下的“别样一个国度”，是湖南首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出土了当前全国超九成的秦简， 还有着独特的土家族文
化及迷人的自然风光。

永州道县素有“襟带两广、屏蔽三湘”之称，青山如
黛、碧水绕城、古居相望、雾岚升腾、云海翻滚、霞光万丈，
是休闲旅游的避暑天堂。

独特的气候和地势造就了怀化市黄岩生态旅游区独
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莽林幽深、飞瀑流
泉、溶洞成群、鸟语花香，是“高山净地”“叠翠画廊”“群山中的
造梦园”和“千年无一暑之怀化庐山”。

作为绝佳的水域型避暑胜地，郴州资兴的东江湖旅游区融
山的隽秀、水的神韵于一体，挟南国秀色、禀历史文明于一身，被
誉为“人间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中”。

位于张家界西部的茅岩河景区，这里有着堪称“世界奇
穴之冠”的九天玄女洞，是一个融峡谷风光、洞天美景、水上
漂流、民俗风情、红色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资源聚集区。

地处邵阳武冈的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山奇、水秀、林
幽、云幻著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云雾变幻莫测，
夏季平均气温仅23.2℃，园内负氧离子浓度最高达24000
个/立方厘米，曾和衡山、岳麓山、九嶷山一起，被称为湖南
四大名山。

湘西古丈素有“林业之乡、茶叶之乡、歌舞之乡”美
誉，“山奇、水秀、人美、茶香”是对这里最好的诠释，青山
如黛、绿水似碧、云霞若海的古丈茶旅相融、山水相依、文
景相生。

地处株洲炎陵的云上大院景区，是坐落于罗霄山脉中段
云端上的旅游明珠，云海云瀑远近闻名，云天门等观云景点比
比皆是，坐拥着省内最大高山湿地、最高高山瀑布、最高高山
茶园，深厚的客家文化、红色文化、古道文化等更为大院增添
丰富的人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