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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出现24次强降水过程

今年， 我省降水整体偏多。
据省气象局最近一次统计， 截至
9月3日， 全省平均降水量1300.6
毫米（全省多年平均水量1148.4
毫米），较常年偏多13.3%，共出
现24次强降水过程。

记者9月13日从长沙市气象
局获悉，今年以来（截至9月13日
8时）， 长沙累积降水量1431.1毫
米，较历年同期 (1235.9毫米）偏
多15.7%。汛期（4月1日起）以来，
累积降水量934.8毫米，较历年同
期（911.6毫米）偏多2.5%。

近期，湖南被持续阴雨笼罩，
12日，全省出现了小雨，凤凰、新
晃等湘西局地降中雨， 最高气温
湘西22～24℃， 其他地区26～
28℃；13日， 湘西北降雨有所增
强，雨区范围增大。

9月12日8时至9月13日13
时，全省共有3513个站点发生降
雨， 最大降雨出现在桃江县易家
坊为53毫米。目前，各河道站均
在警戒水位下，王家厂、长田湾等
6个水库站水位超汛限水位以上。

湘西或出现轻到中度寒露风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湖
南雨日雨量偏多，冷空气活跃，气
温偏低。 其中，14日至17日，湘
西、 湘中以北开启新一轮强降雨
天气过程，15至16日为降雨最强
时段， 局地暴雨到大暴雨，17�日

雨带移至湘中偏南地区， 降雨强
度减弱，局地有暴雨。

具体来看，14日8时至15日8
时，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
西州局地暴雨，湘东南多云，局地
有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
高气温湘西21～23℃，其他地区
25～27℃； 最低气温湘西17～
19℃，其他地区21～23℃。

15日8时至16日8时， 湘西、
湘中以北中到大雨， 其中湘北部
分暴雨，张家界南部、常德西部、
怀化北部局地大暴雨， 湘东南多
云，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
温湘西21～23℃， 湘东南29～
31℃，其他地区25～27℃；最低
气温湘西19～21℃， 其他地区
21～23℃。

气温方面， 受冷空气和频繁
降雨影响， 未来一周我省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低，17-18日有一次
较强冷空气过程， 湘西或出现轻
到中度寒露风。

那么， 天气会一直凉快下去
吗？ 湖南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邓晓春告诉记者， 今后气温在
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有波动起
伏， 凉下去是总趋势， 天气转晴
时，也会出现回暖，“从近期看，秋
老虎还不会出现。”

气象专家提醒， 近期湖南多
降雨， 公众需加强防范持续性强
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注意
出行安全， 此外， 注意防范寒露
风、 持续阴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
影响。 ■记者 李成辉

手握书卷，衣袂飘扬。进入杨
开慧故居，松柏环绕之中，一尊白
色雕塑，令“骄杨”神采尽展。

故居之中， 有老者独自撑
伞拄拐行于棉花坡山头。 上前
询问，得知他是这里的常客。

“我就是长沙县人，有时间
就会搭公交过来， 在这里走一
走，坐一坐。”老者名叫彭国峰，
今年67岁。 他每每回忆童年艰
辛岁月， 便会想起当年那些为
国尽瘁的战士，心中充满感激，
“他们这一群人，都值得我们时
常缅怀。”

怀抱如此想法的人， 想必
不在少数。在陵墓旁、凉亭前、
石碑上，处处可见还未枯萎的花
束。在杨开慧与其母亲的合葬墓
前，一大束黄色菊花盛放，卡片
上写着“永垂不朽”的文字。

这方水土， 红色血脉源远
流长。 这里不仅拥有国家4A级
旅游景区杨开慧纪念馆， 还有
着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杨柳
坡党支部、 缪伯英故居等独具
底蕴的红色旅游景点。

缪伯英， 是中国共产党的
第一个女党员。 她的故居坐落

在开慧镇飘峰村的一个小山冲
里，坐北朝南，青山环绕。
“缪伯英的父亲家底丰厚，在

当地是颇有名望的首富。 您看
这木床， 是当年留下来的老物
件。 梁上绘彩， 看着就不是俗
物。但在缪家，这就是给纺织长
工睡觉的。”毛小华操着一口不
太标准的普通话， 但讲起故事
来绘声绘色， 一旁的游客也听
得趣味盎然。

毛小华是缪伯英故居的一
名保安，土生土长在飘峰村，从
小受家乡老人熏陶， 知晓很多
外地人所不知的细节。2019年，
来到缪伯英故居工作后， 他一
得空就扎进故居的陈设与史料
中仔细研究， 形成了一套独有
的讲解风格。

“我们故居没有常驻讲解
员，需要提前一天预约。游客来
不及预约，又想要了解情况，我
就跟着一起走走。 我聊我知道
的，游客说一些我不知道的。时
间长了，积累的也就多了。”毛小
华说，自己最爱给孩子们进行讲
解。他希望这些革命故事能一代
一代流传下去。

本报9月13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市质安站获悉，9月9日，
部门开展了建筑工地夜间施工质
量安全专项检查， 对天心区和雨
花区在建项目进行夜间施工检
查。其中，弘阳昕悦府项目、文景
领秀项目、 高峰御园3个项目均
因不同情况的违规行为而被通
报。

据悉，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施工、 监理单位关键岗位人员值
班情况；项目部对夜间作业班组、
作业人数、 作业内容是否底数清
楚，对夜间施工质量、安全是否提
出要求；安全通道、施工作业面的
照明是否符合要求， 安全防护是
否到位； 夜间施工质量管理是否
到位等。

在本次检查中， 高峰御园
项目因为没有管理人员在作业
面跟班作业、旁站管理，对作业
人员底数不清， 施工现场安全

通道不畅， 部分通道无照明等
而被通报。

同时， 弘阳昕悦府项目也上
了“黑榜”。其违规行为主要包含：
施工现场无相关人员值班管理，
土方施工作业面无精准降尘措
施，主要施工道路积尘严重，降尘
措施未正常投入使用。

文景领秀项目则因施工项目
部、 监理部关键岗位人员履职不
到位，混凝土施工未能提供“浇灌
令”， 塔吊司索指挥人员无证上
岗，安全施工通道未搭设完成，未
经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 部分施
工作业区域照明设施设置不达标
等被通报。

“对于本次专项检查发现的
问题， 已要求相关责任单位立马
整改， 并对问题严重的责任单位
及责任人下发了不良行为记录告
知书。”长沙市质安站相关负责人
表示。 ■记者 卜岚

新一周我省再迎强降雨，局部最低温将跌破20℃

雨水送清凉，“秋老虎”近期难“在线”

夜间施工质量安全检查
弘阳昕悦府等项目上“黑榜”

近来，局部地区阴雨频发，在冷空气的加持下，秋意渐
浓， 是不是还没在上一波降雨中韵过味？ 下一波降雨已经
“发货”了！省气象部门称，9月14日起，湖南将再迎强降雨，
最低温将跌破20℃！都说一分秋雨一分寒，以后天气会顺
利凉下来吗？“秋老虎”会卷土重来吗？三湘都市报记者请教
了省气象专家。

半城云烟半桃源，旖旎风光别样“红”
走进我省第二批特色文旅小镇开慧镇

9月10日，怀敬仰之心，
走进长沙县开慧镇。

秋雨转急，小镇的街巷
显得清冷而萧瑟。直至来到
杨开慧纪念馆门口，人流陡

然增加。
总有一些难以忘却的纪念，令人无惧风雨之阻。人们撑伞

前行，穿越雨幕，来此追寻历史的云烟。
开慧镇，曾名板仓。因杨开慧出生于此，故更名为开慧镇。

依托着秀丽的山水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慧镇
乡村旅游异军突起。2019年， 全镇接待游客人数达250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亿元。

今年7月， 开慧镇被评为我省第二批特色
文旅小镇。

田园作伴，一宿好眠

广袤的土地上，孕育着红色
火种，也旖旎出美妙风景。

飘峰山脚下，远观小山重叠，
烟云缭绕；近看紫薇花开，秋风拂
柳。

牛栏湾5号， 是开慧镇慧润
特色精品民宿之一。小院造型别
致，室内设计清雅。在民宿二楼，
还有观景露台，视野开阔，飘峰山
景尽在眼底。

民宿老板刘孟雄介绍， 他和
老伴是长沙县黄花镇人， 女儿在
慧润公司工作， 几年前将民房改
造成民宿。游客居住在此，不仅可
在山水田园中享受美景， 还能尝
到最新鲜的农家饭菜。 每逢节假
日， 牛栏湾5号的12间客房都会
被预订一空。

沿着牛栏湾5号旁的乡村公
路一路向上， 各类农家民宿与饭
店鳞次栉比。这些民宿多采用“慧
润模式”， 即企业+村集体+农户
共同合作，收入按农户、企业、村
集体6∶3∶1的比例分成，起到了村
民增收、企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
大的多重效果。如今，开慧镇已有
民宿逾百家， 乡村民宿床位达
1200多个。

两侧青山渐近， 风景也变得
更加幽静喜人。当视线豁然开朗，
绿意与草香扑面而来， 便是到达
了惠润国际露营基地。 雨滴在双
华水库里溅起层层波澜， 小木屋
别墅与帐篷酒店置身在湖光山色
中，别有一番韵味。

时至秋日， 风景已非鼎盛时
期。当地人告诉记者，春夏之际来
此，玫瑰花田如波浪层层堆叠，紫
薇绽放枝头，行人需俯身而过。山
间气候凉爽，盛夏夜晚繁星满天。
赏花观星后，再一宿好眠，实乃人
生一大乐事。

■湖南日报记者 李曼斯

俯拾皆史，怀念常在

雨中捧场
特色农产品

高山黑木耳、 腊肉、
野生茶、土蜂蜜、富硒米
……9月12日上午，长沙
下起小雨， 消费扶贫
2020国网湖南电力展销
订货会现场却很是热闹，
来自全省的34个贫困村
和3家社会扶贫企业带
着地方特色农产品来到
现场，国网湖南电力员工
积极前往购买，半天“带
货”300多万元。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罗坤 伍军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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