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上午， 长沙黄花机场， 驱
鸟队员周存乐在对机场周围的 “驱鸟仿
真人” 进行巡检。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7月30日中午， 长沙黄花机场， 货运员冒着烈日
搬运乘客的行李。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上接1版①）
根据《意见》所明确的发展目标，到

2020年，将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
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
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
人口在城镇落户。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以供应
城镇居民定量粮为依据，来划分“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实行二元管
理制度。 这一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基
本适应了国家对劳动力、消费品等实行
计划分配的需要，在促进城乡经济和社
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剩余劳
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从事非农产业人员
数量大大增加，“二元制”户口管理模式
已逐渐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
观要求。

（上接1版②）
陈肇雄指出，省政协

提案的建议很有针对性
和操作性，省政府将在今
后工作中充分吸纳借鉴。
他强调，大气污染防治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多管齐下、 综合施策。
要着力加快结构调整，不
断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空间结构，从源头上
解决污染问题。 要着力抓
好污染减排，不断强化应
急处置、环境监测、执法
监管等能力，对各种环境
违法行为做到露头就打、
坚决整治。 要着力推进改
革创新， 加强联防联控、
协同治理，充分发挥市场
作用，加快构建节能减排

新机制。 要着力营造良好
氛围， 通过正确舆论宣
传，倡导公众践行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

张文雄指出， 要在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中把
政府管理“有形的手”与
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紧
密结合起来， 不断强化
行政手段， 加快建立健
全相关法规、 制度、标
准，瞄准污染源头“精准
发力”；要积极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 加大排污权
交易试点力度， 深化资
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大
力推广合同能源管理、
合 同 环 境 管 理 等 新 模
式，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
大气污染防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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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鸟员：与鸟斗智斗勇
“砰！”
7月30日10时，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飞

行区旁的草坪里，传来几声炮声。
“别怕，这不是真正的炮弹。”一个皮

肤黝黑、 头戴草帽的年轻人从草坪中间
走出来，向被吓了一跳的记者笑道。

年轻人名叫陈彬， 是黄花机场保障
部鸟击防范队的驱鸟员。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机场飞行区域
进行巡查，对驱鸟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
以防范并阻止鸟类进入场内。 刚刚那个
炮声是用来吓走鸟群的， 并不会伤害它
们。”陈彬解释。

据统计，自196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
由于飞鸟的撞击， 至少造成了78架民用
飞机损失、200多人丧生。 国际航空联合
会已把鸟害升级为A类航空灾难。

防范鸟击， 由此成为了陈彬所在的
鸟击防范队每天都要进行的“战斗”。

“每天在第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前半
小时，我们开始在飞行区域内走动巡查，一
直到当天所有飞行航班结束了才能离开。”
陈彬说，不管烈日暴雨、白天黑夜，只要机
场有航班运行， 驱鸟员的工作就不能停，

“暑运期间航班增多，我们的工作时间有时
从当天清晨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黄花机场鸟击防范队共有两个班
组，一班4人，两天轮换。“驱鸟员的形象
非常明显———皮肤黑、眼睛红、会喝水！”
机场保障部场务队副队长罗志介绍，长
沙近两天地面温度高达50摄氏度， 驱鸟
员工作一上午就能喝掉6升水。

为保护鸟类和生态环境， 驱鸟员想
到了许多有趣的方法有效驱鸟。如，在场
内摆放逼真的稻草人、 彩色驱鸟风轮、

“脑袋”会360度旋转的“恐怖”圆球等，可
以吓走部分鸟群。

他们还定期割草， 将飞行区草地的
草保持在30厘米以下， 使鸟类的食物虫
子的繁殖降到最低，可令鸟类无法藏身。

截至7月30日，黄花机场今年以来没
有发生一起鸟撞飞机责任事故。

监护员：“贴身”护卫飞机
随着一架架航班起降， 气温逐渐升

高。下午13时，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
降落在黄花机场停机坪。

早已在远机位等候的监护员易宇，
开始警觉地打量飞机周围的一切。

飞机监护、 守护是机场航空安全保
卫的一项重要内容。 只要机坪停放有飞
机，就必须安排专人进行监护、守护，防
止无关、无证人员、车辆接近，确保飞机
安全。监护员，就如同飞机的“贴身”保

镖。
13时10分左右，旅客开始纷纷下机，

货运人员也开始准备卸载行李。 一名地
面的机务人员正准备从廊桥进入飞机，
被易宇拦下了。

“请通行。”在查看了证件无误后，易
宇才放行这名机务人员。

13时50分左右， 停机坪的温度已高
达60℃，滚滚热浪像是要把人吞噬。易宇
始终未离开飞机周围30米范围内。

“只要有航班飞行，就一定有监护员
在守护飞机。”黄花机场消防护卫部监护
一大队支部书记邓智明介绍， 一架飞机
落地保障时间通常在1小时左右，这意味
着像易宇这样的监护员每一次至少要在
烈日下站上1个小时，“如果航班量大，他
们必须连续工作。”

航班起飞后， 易宇有了片刻休息机
会。她向记者笑言，去年大学毕业后到黄
花机场工作，当了一年监护员，已成功从

“软妹子”升格为“女汉子”。

“经常要熬夜，加上日晒雨淋风吹，
仿佛一下老了好几岁。”易宇说。

维修员：轰鸣声中做“体检”
下午12时8分左右，一架南方航空公

司的空客A320降落在黄花机场，并在引
导车的带领下缓缓向廊桥停靠。

维修员龙永雄， 顺着飞机行走的方
向前行， 并通过耳机与飞机上的机务人
员交流。当飞机停稳后，他开始挡轮挡、
摆警示锥，然后拿出记录本，对飞机进行
逐项检查。每检查完一项，他就在表格上
记录一次。

龙永雄向记者介绍， 对在机场起降
的飞机进行安全检查称为短停检查，这
个检查包括80个项目， 一般在45分钟内
完成。

维修员，即飞机维修工程师，如同医
生一样， 需要运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飞
机“体检”，并诊治一个又一个“疑难杂
症”，为飞机的安全飞行提供坚实保障。

龙永雄介绍，检修过程中，他要检查
飞机外表的机翼是否损伤、漏油，传感器
发动机的叶片是否损伤或遭遇鸟击，机
身是否扎伤、露线、漏油。

记者跟随走到飞机边， 还没靠近发
动机，一股热浪顿时扑面而来，不禁下意
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让记者感到更难受
的是，飞机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维修现
场的噪声超过了100分贝。与维修员的交
流必须大声喊叫才能听到。

13时左右，飞机检修完后，准备迎接
下一波乘客，再次冲上云霄。

“不能让飞机带着半点问题上天。”
这时，龙永雄的工作服已经湿透，他收好
维修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7月30日，长沙最高气温达37℃。刚刚突破1000
万人次旅客量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进入了暑运客
流高峰期。 在烈日炙烤下， 有一群鲜为人知的机场
“安全卫士”，用汗水和坚守护卫着飞机安全———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施
泉江 通讯员 李黛）7月28日以
后， 长沙又迎来了新一轮高温
天气， 持续的炎热导致城市用
水量不断攀高。 记者今天从长
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
将加大对在线运行管网的监测
力度， 监测点由原来的77个增
加至102个，确保居民喝上“放
心水”。

目前，长沙城区（含望城
区） 的供水设计能力为225万

吨，而长沙最高日供水量已达
169万吨。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全力保障
高温天气的自来水水质，公司
严格按照GB5749-2006《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要求，对
水源水、生产工艺、出厂水、管
网水进行连续检测和质量监
控，并通过社会三级检测体系
严密把控（即各制水分公司专
检室、化验室的检测→供水公
司水质监测中心和长沙市水

质监检测中心的检测→长沙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 检
测）。今年上半年 ,长沙市出厂
水和管网水综合合格率均为
100%。

随着高温持续， 城区用水
量仍在持续攀高。 供水公司负
责人表示，水为不可再生资源，
请用户一定要注意节约用水。
遇到任何与供水有关的问题，
可随时拨打供水公司24小时服
务热线0731———85133333。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通讯员 张宏艳 ） “水来
了！水来了！”，7月29日，当满载
清水的消防车驶入邵阳市西湖
路沿线各社区时， 群众纷纷奔
走相告。

7月28日，因邵阳市大祥区西
湖路国土资源局旁一自来主水管
爆裂、供水中断，致使该路段各社

区、单位4万余名群众生活受到较
大影响。 邵阳市消防支队接到调
度通知后， 在保证执勤备战所需
的前提下，28日至29日，紧急调动
大祥区消防大队3辆消防车，前往
沿线各社区为居民、单位送水。至
30日凌晨水管修复， 正常恢复供
水，消防官兵已送水20多个小时，
送水400余吨。

送水过程中，由于供水主管
道爆裂，西湖路沿线所有的消防
栓无法取水，必须到别处消防栓
取水，所以给送水工作带来一定
的困难。 但消防官兵不怕累、不
怕苦， 马不停蹄地来往各个小
区、单位，并为老人和行动不便
的群众提水到户，使居民们的日
常生活所需用水得到了保障。

持续高温导致用水量不断攀高

长沙确保居民喝上“放心水”

主水管爆裂4万群众用水告急
邵阳消防20多小时为居民送水400余吨

7月30日，食蟹猴在屋顶戏水乘凉。最近长沙市持续高温，长沙市生态动物园，工作人员采取开启空
调、安装喷水设施、做冰镇水果等措施，让怕热的动物清凉度夏。 本报记者 童迪 摄

动物清凉度夏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通讯员 陈苹）日前，省公
安消防总队在省消防防灾教育
馆举办“亲子家庭消防体验日”
活动，40多个孩子和他们的爸
爸妈妈共同上了一堂生动有趣
的消防教育课。

活动中，孩子和家长首先
收看了《消防大本营》动画片，
参观了消防文化长廊和消防

展示厅，了解消防事业的发展
历程，学习使用消防器材和基
本的消防安全常识。 接着，小
伙伴们亲临模拟火灾现场，体
验119报警、高空逃生、烟雾逃
生等项目。大部分小朋友和家
长一次性成功“拨打”了119报
警电话。在逃生模拟室，孩子
们在家长协助下勇敢通过“缓
降器” 等逃生设施成功逃离

“火场”。
从7月开始，省消防总队、

省教育厅在全省所有中小学、
幼儿园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暑
期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孩
子们可以参加“大手拉小手”
暑期消防科普、暑假消防宣传
实践、“火灾隐患随手拍”等内
容为主的体验活动，以增强消
防安全素质和自防自救能力。

我省开展“暑期消防亲子体验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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