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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未飘雪，但降温“
冻”真格了
长沙的初雪通常要到12月中下旬 明后天我省最低气温将降至2～4℃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11月22日，迎来24节
气中的小雪节气，北方多地已经迎来降雪。虽然长沙的
天空中没有雪花飘落，但还是用降温、降雨表示了对这
一节气的欢迎。冷空气带着霸气的降温和风雨，横扫街
头，呼啸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砰砰作响，出门的朋友都
是大衣裹身。面对“冻”出真格的天气，不少小伙伴好
奇，长沙的雪在
“派送”了吗？
■记者 李成辉

冬天“归位”
有了该有的模样

降温 、降雨 、 狂 风 乱 吹 ……
如果说前两天的冷空气让气温
由“夏”回秋，那接下来这场冷空
气，绝对会让你感受到“湖南冬
天该有的样子”。
“好长时间周末没有宅在家
里了。”这个周末，市民王先生哪
都没去， 乖乖在家里待了两天，
“外面凄风寒雨，不敢造次，被窝
里最舒服。”
11月22日， 记者在街 头 看
到，大多数行人都把自己裹得严
严实实， 有的甚至穿上了 羽 绒
服。穿得少点的年轻人走在街头
被冻得瑟瑟发抖。
商场 里购 买衣 物 御 寒 的 市
民多了起来。早上起床，市民胡
小姐把衣柜翻了个底朝天，发现
没什么好看的厚衣服了，赶紧跑
到附近的商场，“一圈逛下来，提
着刚买的厚外套，安心多了。”
市民 张先 生已 经 张 罗 着 给
家里添置保暖“神器”了，他说，
“冷得太快了， 赶紧给家里添置
个取暖器，要不老人和孩子受不
了。”
其实，一些商超已经开始把
秋冬保暖内衣、棉拖鞋、电暖气
等商品摆到最显眼的位置。商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天一冷，这
些保暖的冬季商品就卖得好，估
计过几天销量还会增加。

气温或创新低
需做好防寒保暖
该买的御寒“装备”，是要尽
早提上日程了 。未 来三天，受地
面强冷空气补充南下影响，湖南
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温、 降雨、风
力加大天气过程。 其中，22日晚
到24日湘北高寒山区局地有雨
夹雪或冻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
分地区降幅5～7℃，其中湘南降
幅可达8～10℃，气温或创新低。
具体来看，23日8时至24日8
时，阴天有小雨，其中长沙东部、
湘潭、株洲北部局地中雨；最高
气温湘东南10～12℃，其他地区
5～7℃； 最低气温湘北3～5℃，
其他地区5～7℃。
24日8时至25日8时，湘中以
北阴天有小雨， 其中湘西州中北
部、怀化北部、张家界、常德、岳阳
中北部、益阳东部局地中雨，湘东
南多云， 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有
分散性阵雨； 最高气温湘 东南
11～13℃，其他地区6～8℃；最低
气温湘东南6～8℃，湘北2～4℃，
其他地区4～6℃。
气象专家提醒，近日气温低
迷，公众需做好防寒保暖和流行
性疾病预防；需注意防范阴雨天
气造成的道路湿滑、低能见度对
交通运输与出行安全的不利影
响； 防范风力加大对水上交通、
临时建筑、农业设施等安全的不
利影响。

关注
小雪至，长沙初雪还要再等等
小雪 是冬 天的 第 二 个 节
气。此时，雪还未盛，雨凝先为
霰，霰成微粒，飞扬弥漫成为
小雪。
小雪时节，寒潮和强冷空
气活动频繁，我国境内西北风
成为常客，冷空气使北方大部
地区气温逐渐降到0℃以下，
南方地区也陆续开始入冬。
实际上， 在小雪之前，我
国北方多地已陆续迎来今冬
的首场降雪，长春、呼和浩特、
沈阳等地都已在这轮过程中
“签收”初雪。
不少 小伙 伴问 长 沙 的 雪
花何时才能“发货”呢？中国天
气网日前推出全国初雪时间
表，据统计，长沙的初雪通常
要到12月22日左右。气象专家
介绍，其实，“小雪”是反映气

候特征的节气， 与天气的小雪
无必然联系。不过，
“小雪”代表
了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数将
越来越高，冬意越发明显。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张
娟介绍， 由于我国南北纬度差
异大， 常年10月至11月雪花主
要集中在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往往进入12月后才会陆续飘
雪。从1981年-2010年初雪平均
时间看， 湖南等地的初雪时间
集中在12月中下旬。 华南地区
出现降雪的概率本就不高；再往
南，下雪就是种奢侈的浪漫了。
最后提醒， 过了小雪，寒
潮和强冷空气活动变得频繁，
这时胃液分泌增多， 酸度增
强，食量增大，合理的冬季饮
食和保健知识能让我们远离
疾病健康过冬。

眼下，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的3000多棵银杏渐次泛黄，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新华社 图

长株潭市民将可直接乘动车前往益阳常德
通行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40分钟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昨日
从中铁十一局常益长铁路项目经
理部获悉， 常益长铁路至长株潭
城际铁路下行联络线特大桥完成
首片T梁建设，标志着常益长铁路
建设进入新阶段。
据悉， 常益长铁路至长株潭
城铁联络线建成后， 常益长铁路
的动车可直接通过该联络线转入
长株潭城铁， 进而到达长沙火车
站和株洲、湘潭境内，长株潭的旅
客也可直接乘坐动车至益阳、常
德，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
短至40分钟左右。
常益长铁路共需架设T梁
242孔（484片），全部集中在常益
长动车走行线、 常益长铁路至长
株潭城铁联络线。 其中常益长动
车走行左、右线共5.98公里，包含
桥梁3座；常益长铁路至长株潭城
铁联络线共有上、下行两条，总长
5.37公里，包含3座桥梁。联络线
连接常益长正线与既有长沙西站
长株潭城际场，是全线500米长轨
运输的必经通道， 制约着全线铺
轨工期。
此次首架的下行联络线特大
桥自 常益 长 正 线 竹 叶 塘 线 路 引
出， 上跨既有乌山联络线后折向
西南，下穿常益长正线、动车走行
线后与乌山联络线并行引入长株
潭城际场， 下行联络线长度2.77
公里，共需架设T梁68孔(136片）。
“首片T梁的成功架设，有力
推动了常益长铁路施工的整体步
伐，为后续长沙西动车运用所、长
沙西铺轨基地建设、 全线长轨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明年3月
完成所有T梁架设施工。” 相关负
责人说。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田秀叶 蒲旺 孟健

休闲

冬日来临，到湿地观鸟去
长沙湿地总面积达4万余公顷
本报11月22日讯 湿地，
被誉为“地球之肾”。记者今天
在长沙市林业局获悉，长沙通
过开展植树造林、 封山育林、
退耕还林还湿还草、湿地恢复
修复等项目建设，2020年已实
现全市湿地保护率为76.66%。

城市中心也有
野生动物乐园
据介绍，长沙湿地类型包
括河流、湖泊、沼泽、人工湿地
4种，总面积4.34万公顷，湿地
被子植物和蕨类植物70个科
共302种， 形成芦苇群落等湿
地植物群落54个。 有234种脊
椎动物，包括129种鸟类。生活
着27种爬行类、12种两栖类、
48种鱼类。
松雅湖位于长沙县北部，
是退田还湖工程实施后恢复
重建形成的典型浅水湖泊湿
地生态系统，具有湖泊、草木
与森林沼泽、人工岛屿以及湖
岸生态带等复合生态景观，在
2016年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因
其舒适的环境和风景成为了
市民喜爱的景点。
随着松雅湖国家湿地公
园管理方保护措施的增加、水
质不断提升， 鱼虾逐渐丰富，
吸引了不少越冬候鸟来“定
居”。据不完全统计，松雅湖监
测到的越冬候鸟约80种，包括

小天鹅、 小白额雁等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更有迁徙候鸟凤头
鸊鷉在此繁殖，变成了留鸟，使
这里成为了一个坐落在城 市
中心地带的野生动物乐园。

长沙拥有5个
国家级湿地公园
近年来， 长 沙坚 持“保
护—利 用 —提 高” 的 实 践理
念，相继建设了千龙湖国家湿
地公园、 金洲湖国家湿地公
园、 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浏
阳河国家湿地公园、洋湖国家
湿地公园5个国家级湿地公
园， 宁乡靳江省级湿地公园1
个省级湿地公园，全市湿地公
园总面积5977公顷，保护湿地
面积3660公顷。湿地是候鸟们
最爱栖息的落脚地， 冬日来
临，这些湿地公园已经成了观
鸟绝佳地点。
长沙还对湿地实施分级
分类保护，因地制宜采取不同
的保护方式，包括设立湿地自
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
护小区等。近两年开展退耕还
林还湿试点，增加了479.41公
顷的湿地面积。同时依托湿地
公园，在浏阳河、沩水河等大
力开展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修
复 和 恢 复 湿 地 面 积 401.5 公
顷。
■记者 李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