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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谷治军）今天，湘江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启动仪式
在长沙市橘子洲举行。记者现场获悉，今年湘江
将放流鱼苗2.5亿尾，以补充渔业资源，保护母亲
河生生不息。

今天的活动由省畜牧水产局、长沙市政府联合
主办。省领导徐明华、张硕辅参加放流启动仪式。

下午3点，10余辆运送鱼苗的罐装车抵达橘
子洲。徐明华、张硕辅亲手把一盆盆鱼苗倒入放
鱼槽，放流江中。现场气氛热烈，放鱼志愿者、公
园游客300多人围拢过来，人人动手，参与放鱼。

据了解，此次活动除投放“四大家鱼”大规
格鱼种200万尾外，省水科所、省水产原种场分
别提供湖南特种鱼类湘华鲮2万尾、 胭脂鱼5万
尾，背瘤丽蚌10万只，全部放流湘江。

水产专家介绍，湘华鲮、胭脂鱼都是湘江鱼
类中的“贵客”，现已人工繁殖成功。湘华鲮是湖
南省地方重点保护物种，刮食生藻类、植物碎屑
等食物，能净化水质。而胭脂鱼属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 从吻端至尾基有一条胭脂红色的宽
纵带，外观非常漂亮。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尹婷

“湖南的冬天爱上了夏天，于是合谋干掉了
春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网络上，网友对湖南
近几日猛然升高的气温，极尽调侃。

3月的最后一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蹿上
了30摄氏度，让前两天还在雨水中“春捂”的人
们，一不小心捂出了痱子。

春天已经被干掉了吗？这样的“一夜入夏”
是何原因？天气难道就这样热下去了吗？省专业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晓春说，春天没有被干掉，
只是“精神”有点恍惚。

32.8摄氏度，春日里的盛夏气温
从轻寒到炎热有多久？在湖南，那可能是一

夜之间。
进入3月下旬以来， 湖南一直阴雨不断，空

气湿度较高。3月31日湖南重拾阳光， 气温也随
之攀升， 包括省会长沙在内的70个县市气温争
先恐后“奔三”而去，其中邵阳县以32.8摄氏度位
居全省高温榜首。 32.8摄氏度！这明明是盛夏里
的气温啊，邵阳县的小伙伴们，长袖衣服穿得住
吗？

而在长沙，从3月29日到31日，三天时间，气
温从15.7摄氏度飙升至31.1摄氏度。天气热得突
然又凶猛，阳光把热量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地上，
人们的衣服脱了一件又一件， 短袖成了最合适
的装扮，你要是穿个毛衣，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
呼了……

不过，尽管热是热了点，但阳光融融，南风
习习，加上清明假期即将开启，令人有一种春风
沉醉的微醺感。

据气象资料统计，今年3月，全省平均气温
较常年同期偏高1.6摄氏度。

暖湿气流异常强盛是首因，
春温多变乃湖南春季之常态

为什么气温会升得如此迅猛呢？
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晓春分析，主要

是两个原因：一是北方冷空气位置偏北，南下势
力弱；二是暖湿气流异常强盛。暖湿气流猛烈地
从西南方涌入， 带来了印度洋上温暖的空气，加
上没有冷空气，温度自然会升高。

春季出现30摄氏度以上气温，这样正常吗？
“春温多变、 春季时间短是湖南天气的特点

之一。”邓晓春说，湖南春季乍寒乍暖，天气变化
剧烈， 每年春季平均有8次左右的冷空气由北方
南下入侵，使气温骤降，冷空气过后气温快速回
升。这就造成天气“两极分化”，北方冷空气影响，
常会出现“倒春寒”，南方暖湿气流控制，气温就
会迅速回升。湖南这几天的天气，就属于后者。

事实上，这几天，南方地区都是普遍升温的
节奏，而且未来两天依然会维持，历史同期少见。

看起来，春天并没有被干掉，只是忽冷忽热，
“精神”状态堪忧。

冷空气在来的路上了， 寒衣
别急着收起来

“热”的节奏就这么持续下去吗？
放心，回暖只是短暂的，这种反常的高温过

两天就会被冷空气“中止”。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邓晓春表示，从4月3日起，受北方冷空气影
响，湖南将迎来降温降雨天气。接下去的日子，几
乎天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也会一天天下降了。

不过，由于这几天气温“高位运行”，所以就
算是回归春季正常气温，大家仍会感到气温“跳
水”幅度大，体感差异很明显。

天气忽冷忽热，时晴时雨，请大家合理调节
衣着，不要着急减衣，指不定还有“倒春寒”呢。那
些热衷于露脚踝的时尚达人，寒从脚下起，下半
身的保暖很重要，冷的时候就把脚踝藏起来吧。

湖南的春天
被“干掉”了吗

湖南日报4月1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黄兰香） 湖南省女企业家协会2014
年年会今天在长沙举行。 省政协副主席王
晓琴出席。 记者从会上获悉， 省女企协探
索建立互帮互助模式， 以小额扶助金带动
妇女创业就业， 取得良好效果。

2002年， 湘潭市妇联发起、 湘潭女企
业家协会融资， 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妇女小
额循环扶助金， 总资金31.7万元， 扶持女
性创业。 扶助金有借有还， 滚动使用。 到
目前为止， 扶助金累计发放达到110万元，
115名妇女获得扶助金支持， 带动3000多

人实现就业创业。 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张
海霞表示： “我们在推广湘潭做法的同
时， 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帮扶模式与机制，
希望帮助更多女性成功就业创业。”

会上授予了湖南创业赢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等25个单位为女大学生创
业就业实践基地， 聘请胡平等13人
为女大学生创业导师。

王晓琴对全省各级妇联组织、 省
女企业家协会团结带领广大女企业家
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所做的突出贡
献予以充分肯定。 她要求女企业家协

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把女企协建设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地， 以及女企
业家成长成才的温馨家园。

湘江今年放流鱼苗2.5亿尾
湘华鲮、胭脂鱼昨天在橘子洲放流江中

31.7万元撬动3000余人创业就业
省女企业家协会探索互帮互助机制

月桂聊天

4月1日，志愿者在投放鱼苗。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