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连线

延伸

本报6月3日讯 四方
苗鼓气势恢宏， 常德丝弦
婉转悠扬，变脸木偶令人叫
绝……2日上午，“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2018年湖南
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
活动暨长沙雨花非遗展演周
正式启动。 来自14个市州的
非遗传承人、 社会各界人士
和长沙市民上千人参加启动
仪式， 非遗展演周开放时间
为6月2日至8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场外
雨花非遗馆东广场设置了14
个“非遗小屋”，非遗传承人
现场展示浏阳皮影、 张家界
慈利铜壶手艺等非遗绝活，
让大家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
魅力。现场不仅好看好玩，还
能尝“湘味”。永丰辣酱制作

工艺、雕花蜜饯制作技艺等，
都入选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

6月9日是全国“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 本次活动以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为主
题，分为“印证非遗”等四大
版块， 旨在全面展示非遗保
护工作的新成果。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加
大非遗保护与传承力度，开
展非遗“进校园”“非遗＋扶
贫”等活动，让非遗融入百姓
生活中。目前，全省列入各级
保护名录的非遗 项目 有
4046个， 其中国家级项目
118个； 各级非遗传承人
3739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
121人，位居全国前列。

■记者 杨洁规

本报6月3日讯 日前，上海一
幼儿园103名幼儿因呕吐腹泻送
医， 初步确定为诺如病毒感染。近
期， 全国多地不断有诺如病毒疫情
的报告。记者走访省儿童医院等多
家医院发现， 近来被诺如病毒感染
的孩子，也呈现增多趋势。湖南省疾
控中心日前发布提示， 全球每年有
上亿人感染诺如病毒， 家长和老师
要警惕。

据介绍， 诺如病毒是急性肠胃
炎最常见的病原体， 以前也叫诺瓦
克病毒， 目前诺如病毒感染尚无特
效药物，只能以对症或支持治疗为
主。需要提醒的是，抗生素针对的是
细菌感染，对病毒感染不起作用，不
要盲目服用。

专家提醒，预防诺如病毒，注意
饮食、饮水和个人卫生是防病关键。
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呕吐、 腹泻等症
状后，应及时带患儿就医，切勿让其
带病上课，以免引起集体发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康
实习生 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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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铁4号线望月湖站全面封顶
历时3年完成，是该线路首个全封顶站点 一期工程最快年底通车

本报6月3日讯 近日，长
沙一家装饰工程公司随意将
建筑垃圾包给个人处理，承
包者在长沙市天心区新兰路
乱倾倒大片建筑垃圾， 扔完
就跑， 天心城管根据现场线
索，顺藤摸瓜找上门，对其进
行处罚。

5月31日上午9时， 天心
区城管执法大队接群众举报，
有人在先锋街道新兰路乱倒
垃圾，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发
现，该处路面上被倾倒了大片
建筑垃圾， 占地约100平方
米，数量约30立方米，严重影
响了交通安全和市容面貌。

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垃
圾中有大量“格林豪泰酒店”
的牌匾、标示等物品。

执法人员调取监控视

频， 发现5月31日凌晨2时30
分有五台蓝色四轮小卡车拖
运这些建筑垃圾倾倒在路面
上，半小时后驶离。随后，执
法人员赶到该酒店， 发现正
在大规模装修。

经询问， 得知该处装修
由某装饰公司负责， 执法人
员向该公司下达了询问调查
通知书， 其负责人承认将建
筑垃圾以600元/车价格，交
由无资质个人处理并导致乱
倾倒的事实。据了解，目前长
沙市内有专业建筑垃圾处理
场地， 能将建筑垃圾打碎后
回收使用，处理价格为约200
元/车。目前，该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中。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黄炜 谈建军

本报6月3日讯 今天上午，
龙骧巴士17路、703路的党员驾
驶员和大学生志愿者组成帮扶
小队， 在汽车西站公交车发车
坪为市民提供志愿服务。 据了
解， 该活动是由龙骧巴士三车
队组织的“和谐公交、 文明你
我”主题志愿活动，旨在引导公
交驾驶员为市民舒适乘坐公交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现场， 头戴小红帽的志愿
者一刻不停，帮扶老弱病残类有
困难乘客乘车、帮助乘客提重物
上车、清扫站场内垃圾，对刚进
站的公交车进行车厢内卫生清
扫……据龙骧巴士17路车队胡
队长介绍，大学生志愿者来自湖
南师范大学，“以后还会考虑组
织不同学校的学生参与这类志
愿服务活动。” ■记者 陈柯妤

本报6月3日讯 今日傍
晚， 在工作人员完成沥青摊铺
和标线施划后， 长沙梅溪湖立
交主线桥放开交通， 至此西二
环正式恢复主线通行， 西二环
梅溪湖路段由原来的双向六车
道变为十二车道。 这标志着该
路段交通“瓶颈”正式被摘除，
将极大地缓解梅溪湖西二环进
出口的交通压力。

随着湘江新区的迅速发
展， 作为河西南北向主干道的
西二环线成为长沙堵点之一。
从2016年6月开始， 西二环交
通改善工程破土动工。 西二环
交通改善工程北起枫林路、南
至罗家嘴立交， 全长约8.8公
里，总投资额5.89亿元。项目主
体施工分三个标段， 其中梅溪
湖立交工程为二标项目， 主要

是将原西二环梅溪湖路段改造
为一座全互通立交桥。

据中建五局土木公司项目
负责人张希亮介绍，从今年1月
起， 西二环主线道路实行交通
管制，改由两侧辅道通行。施工
人员在将原涵洞破除后， 在半
年不到的时间内完成西二环主
线桥梁建设，并恢复通行。西二
环主线桥放开交通后， 中建五
局土木公司将抓紧进行位于桥
下的梅溪湖路主路， 以及南往
西匝道和西往北匝道施工，预
计今年8月底整个立交桥将实
现全面完工。届时，从西二环南
往西可直接走匝道上梅溪湖
路，而无需从金星路绕行，从梅
溪湖路也能直接上匝道向西二
环北行驶。

■通讯员 易赢 记者 陈月红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今天
从中建五局长沙市轨道交通4
号线一标第五项目部获悉，长
沙地铁4号线望月湖站日前已
完成主体及附属结构全面封
顶。据介绍，这是长沙地铁4号
线全线首个完成主体及附属结
构全封顶的站点。

一期工程最快今年通车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最快
有望在今年年底通车。地铁4号
线是一条跨越河东河西的主要
干线，是长沙地铁“米”字型构
建的重要骨干线路， 也是衔接
长沙河东和河西的重要交通走
廊， 一期工程西起罐子岭站东
至杜家坪站，全长33.5公里，共
设有25�个站， 均为地下车站，
其中换乘站13座。

望月湖站是地铁4号线从
北往南的第9个车站，位于望月
湖小区内， 地处望月湖路与月
宫街的交叉口下方。 该站为岛
式地下3层车站， 局部为4层，
设有两个出入口， 施工基坑深
度接近30米， 是4号线全线基
坑开挖最深的车站。它是4号线
全线唯一位于小区内部的地铁
车站，也是全线最小的地铁站，
车站长度只有142.5米， 深约
29.6米， 可以说是缩短到了设

计极限。

望月湖站历时三年完成

望月湖站虽小， 施工难度
却挺大。 据中建五局长沙市轨
道交通4号线一标第五项目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站点是整
个4号线毗邻湘江最近的一个
站点，距离仅280米，距龙王港
约100米， 如果湘江进入丰水
期， 水位将比车站施工的原地
面还要高， 地铁车站防渗漏也
是施工难点之一。同时，车站周
边全是浅基础、 砖混结构的三
层及以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民宅，建筑密度高，加之地质
条件复杂等， 都给施工带来巨
大难度。

“车站距离周边房屋近需
做好防沉降； 距离湘江近需做
好防渗漏； 遇坚硬岩层需采取
爆破施工。”据介绍，项目部专
门成立“两型一收” 三创工作
室，攻克技术难题，成功实现由
嵌入坚硬岩层的地连墙变更为
简单易行的吊脚墙， 施工难度
系数大为降低， 仅这项就节约
工期6个月。据了解，地铁4号
线望月湖站自2015年6月1日
开工， 截至日前该站主体及附
属结构全封顶，刚好历时3年。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通讯员 周琼琼

长沙梅溪湖立交主线桥通车
西二环梅溪湖路段由双向六车道变为十二车道

公交志愿者为市民服务

200元可环保处理的垃圾
这人却花600元违法倾倒

14市州非遗精品展演请你来

省疾控发健康提示：
警惕诺如病毒

诺如病毒感染后24-48小时出
现症状，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腹
痛和腹泻。儿童患者呕吐普遍，成人
患者腹泻为多。该病为自限性疾病，
2-3天可痊愈，无后遗症。据悉，诺
如病毒的感染剂量很低， 病毒一旦
存在食品或水中，就能引起疾病。诺
如病毒感染者的粪便和呕吐物中可
以检出诺如病毒， 他们通过被污染
的手、 呕吐物的细小飞沫或粪便等
对食物造成污染， 健康人食用了被
污染的食品都可能感染。

感染后有啥症状

6月3日，长沙地铁4号线望月湖站建设现场，施工方正在进行土方回填。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