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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前雨水多，“龙舟水”来势汹汹？
节前多阵性降水，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假期外出游玩留意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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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0日讯 民间老
话说：“端午节前后要涨龙舟
水。” 果不其然， 端午假期临
近， 新一轮降水开启，10日迎
来最强时段。10日一早， 长沙
的天好似漏了， 暴雨倾盆，不
少小伙伴被堵在上班途中。雨
还没有结束， 天气预报称，11
日至12日副高加强西伸，省内
多阵性降水发生。“龙舟水”是
啥？又为啥如此“凶猛”？记者
今天就此请教了省气候中心
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

“龙舟水”是啥水？

“龙舟水是东亚季风的产
物。”谢益军介绍，我国是世界
上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季风是
大范围盛行的、风向随季节显
著变化的风系。 一般年份，每
年的5月中下旬南海夏季风爆
发， 南海区域开始盛行西南
风，标志着南海地区冬季环流
到夏季环流的转变。由此夏季
风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并开
启和副热带高压联手一路由
南往北推进的征程。

副热带高压西北侧的西
南气流是输送水汽的重要通
道，他们行进到哪里，就把海
洋上的丰沛水汽带到哪里，这
个时候北方的冷空气还很活
跃，冷暖空气交绥，形成中国
夏季主雨带。随着夏季风的北
上，5月下旬至6月上旬， 华南
和我省湘中以南地区进入“龙
舟水” 集中降雨期。6月中旬，
长江流域梅雨开始，湘北进入
降雨集中期。

因此，在这个时段，湖南

常常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
天气。由于端午节一般出现在
公历的5月底到6月，为便于统
计， 气象上便将每年5月21日
至6月20日之间的降水， 称为
“龙舟水”。

“龙舟水”有多猛？

谢益军表示， 气候是大
气、海洋、陆面、冰雪等各圈层
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夏季风
每年停留的时间和行进的速
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年的
龙舟水情况也不一样。

据湖南省气候中心统计
显示，从多年平均的角度，5月
21日至6月20日，湖南全省平
均的累计降雨量为212毫米，
和 全 年 降 水 最 多 的 六 月
（210.1毫米）持平。新世纪以
来， 最多的是2010年同期的
299.9毫米， 最少的是2013年
同期的134.8毫米 ， 去年是
224.2毫米。

端午节来临，民间有赛龙
舟的习俗，不少小伙伴也会趁
假期外出游玩。 气象专家提
醒， 举办赛龙舟等庆典活动，
一定要关注当地天气预报，做
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同时注意
防范雷雨大风、 短时强降水、
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举办活动。

出游时，家长要看护好小
孩， 避免小孩在乘坐船只，以
及在河道、湖畔等地玩耍时发
生意外。此外，大家外出要随
身携带雨伞雨具，雨天行车注
意控制车速。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罗丹 黎燚隆

本报6月10日讯 今日
凌晨开始，湖南航空在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
班调整至2号航站楼（T2）运
行。

届时，在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1号航站楼（T1）进行乘
机手续办理的航空公司为：
中国国际航空、 深圳航空、
山东航空、昆明航空、西藏
航空、奥凯航空、幸福航空、
四川航空、成都航空、长龙
航空、东海航空。除上述航
司外，其他航空公司国内航
班、所有航空公司的国际及
地区航班均在2号航站楼
（T2）办理乘机手续。

为确保转场期间旅客
顺利出行，6月10日-6月17
日，湖南航空将在长沙机场
T1、T2航站楼分别设立错
走旅客服务柜台，为走错航
站楼湖南航空旅客进行指
引。 长沙机场在T1/T2问询
柜台、大厅、安检、磁浮连廊
等处设置多名志愿者为旅
客提供引导服务，并为湖南
航空走错楼的旅客开通电
瓶车摆渡和安检专用通道
服务。指引旅客免费乘坐磁
浮连廊运行电瓶车前往T2
航站楼B岛B22应急值机柜
台。

■记者 和婷婷

6月10日上午10时， 一架南方
航空公司波音787-8型飞机停在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硕大的机体，炫目
的彩绘，让它在停机坪中独树一帜，
吸引了许多旅客的关注。 和大家熟
悉的波音737、空客320相比，波音
787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三湘都市
报记者10日特地登机体验。（扫报眉
二维码看“梦想客机”入湘视频）

经济舱实现“伸腿自由”

刚进机舱， 记者首先就被超宽
敞的内部空间震惊了， 双通道中远
程宽体客机真不愧“梦想客机”的称
号。2.29米高、5.49米宽的空间让1.6
米的女记者在机舱内蹦起来都不用
担心碰头，通道最窄也有55厘米，阔
步前行不成问题，不用被逼着走“猫
步”的感觉真妙不可言！

机舱内部， 头等舱和商务舱分
别配备了17英寸、9英寸的个人高
清电视，旅客可独享丰富的电影、电
视和音频节目， 每个座椅也都配备
了16英寸的高清液晶电视、 充电插
座和USB接口，可浏览图片、PDF文
件、查看实时飞行航路图。更重要的
是， 它配备了全新一代机上娱乐与
互联系统，可实时上网，在万米高空
也能“冲浪”。

公务舱和经济舱相比， 除了明
显的座位间距不同外， 公务舱的座
椅放倒后可以形成180度全平躺的
柔软卧榻， 旅客可平躺座椅上享受
影音娱乐， 是可安睡的公务舱没错
了。不过，哪怕是经济舱的座位，记
者也可以豪横地自由伸腿。

相较南航湖南分公司执飞较多
的空客A320系列飞机， 波音787的
总座位数增加77个，其中公务舱18
个、经济舱248个，洗手间的数量也
从3个增加到了6个， 并且都配置了

母婴台，这对带宝宝的旅客来说，真
的太有爱了。

变色舷窗加情景灯光

除了超大空间带来的无与伦比
的舒适度外，波音787的感官体验相
比其他飞机也上升了好几个level。

相比一般的飞机大65%的超大
舷窗令每个座位上的乘客都可以欣
赏到窗外的美景，只需轻触按钮，便可
使舷窗在明暗之间变化，即使在全暗
模式下，仍可欣赏到窗外的景色。

客舱富有现代气息的天穹顶造
型以及柔和的照明， 使记者仿佛置
身于开阔的苍穹下， 空间感明显增
强。在工作人员的演示下，记者看到
多彩的LED照明将蓝天和自然光的
感觉带入客舱， 其亮度与颜色可针
对登机、巡航、用餐或睡眠等不同阶
段进行设定，包括模拟星空。

全新科技带来“梦想”体验

除了发动机和丰富的娱乐设施
外， 波音787在多项设计和技术应
用上都集艺术、科技、绿色、优质于
一身， 充分体现了现代绿色飞行的
理念。

从邵阳接孙子去上海的马阿姨
告诉记者，她经常坐飞机去出差、旅
游，也乘坐过几次波音787：“这个飞
机很新，客舱里的噪音也很小，我家
小朋友在上面从来没有哭闹。 而且
飞机上的娱乐系统也很丰富， 让我
们的旅途有趣不少。”

南航湖南分公司飞机维修厂、
飞机维护工程师黄生文介绍， 马阿
姨体验到的“噪音小”，源于飞机发动
机外壳“锯齿边”的设计，这种设计可
有效减小客舱内外的噪音。

■记者 和婷婷 视频 王珏

综合气象水文预测分析， 本轮降雨历时短， 伴有雷
暴、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山
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渍涝风险和强对流天气
危害。

“龙舟水”来势汹汹，省水文中心预测，预计未来一
周，澧水干流控制站水位较当前回升2.0米左右，湘水、资
水、沅水干流控制站水位较当前基本持平，湖区控制站水
位持续回落；预计11日前后，澧水江垭水库、皂市水库分
别可能出现洪峰流量1000、500秒立方米左右的入库洪水
过程，12日前后，资水柘溪水库、沅水五强溪水库分别可
能出现洪峰流量2500、7500秒立方米左右的入库洪水过
程。

省防办要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防
指关于应对本轮暴雨工作要求， 时刻绷紧防大汛、 抢大
险、救大灾这根弦，迅速落实各项防范应对工作，重点做
好山洪地质灾害与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中小水库防守、城
乡防涝等工作；要强化短临预报预警的时效性与精准度，
做到提前防范、有效应对；要提高临灾避险的安全性与执
行力，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关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造成的影响，加强高空建筑、水陆交通、施工工地等
区域的防控措施，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波音787“梦想客机”平安着陆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南航供图

▲空姐在波音787“梦想客机”上检查行李舱。 记者 王珏 摄

万米高空可“冲浪”，全新科技减噪又梦幻

波音787入湘，“梦想客机”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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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湖南航空航班
请前往T2航站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