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备受瞩目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1航站
楼将于16日恢复运营。这将是T1航站楼停止
运营7年后的再度亮相。届时，旅客乘机将有
哪些不同体验？

11日，记者提前探访正在进行收尾作业
的T1航站楼，感受不一样的乘机体验。

行李安检有了 “新科技 ”，
笔记本电脑无需单独取出

“请问包里有没有笔记本电脑？有的话需
要单独拿出来安检。”在机场过安检时，旅客
常常被安检人员如此问道。

16日起，旅客如果从黄花机场T1航站楼
的1号安检通道过安检，就不需要从手提行李
中单独取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了。

记者在1号安检通道看到，这里的行李安
检机通道比普通安检通道长， 外形犹如工厂
里的自动生产线。

“这是全智能CT安检机。”该设备的生产
厂商技术负责人王衡一边演示一边解释，旅
客只需将行李整齐放在一个行李托盘内，轻
轻推入另一侧的传输带上， 就可以去旁边进
行人身安检了。

王衡介绍， 传统的X光安检机是二维图
像成像，电子产品如果叠加一起，会影响成像
造成误判，所以必须单独取出安检。而CT安
检机采用算法和三维立体成像， 如发现行李
异常会自动报警。

目前， 黄花机场T1航站楼仅有1号安检
通道为CT安检通道， 其余均为普通安检通
道。

照顾特殊人群候机， 隔离区
设母婴室

经过安检，进入隔离区，旅客就可在宽敞
明亮的全新候机区候机了。

T1航站楼的候机区呈“一”字形，每隔一
定距离的登机口设有一间母婴室，共3间。

走进母婴室，共里外两间房，靠里的房内
设有3个单独的哺乳间，淡粉色的室内设计瞬
间让人安心放松。靠外的房间则宽敞明亮，盥
洗台上摆有恒温冲奶器等母婴用品。

旅客在T1登机， 也无需再乘坐摆渡车

了。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副经理

刘学业介绍，T1的10个机位均改为了近机
位，旅客走廊桥就可直通机舱。

自16日起，国航、深圳航空、山东航空、成
都航空、昆明航空、奥凯航空、幸福航空、西藏
航空的国内业务将转至T1运行。 也就是说，
旅客乘坐这8家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时，需在
T1登机。

如果旅客走错了航站楼，则可通过T1与
T2之间的连廊进行转换。记者体验后粗略计
算，从T1到达层走路至T2的磁浮进站口，耗
时大约在10分钟以内。16日起， 机场还将在
两个航站楼间投入电瓶车， 为旅客提供转乘
服务。

旅客等候巴士有 “包间 ”，
站台标明票价路线时刻

旅客乘机抵达T1航站楼后，可乘机场大
巴去往市区。

记者了解到， 旅客在T1乘坐机场大巴，与
此前在T2乘坐大巴的路线时刻、购票方式均一
样。

目前，机场大巴在T1的始发首班发车时间
为8时30分，末班为22时30分，采用流水发车。
旅客可乘大巴直达长沙市内的高铁长沙南站、
高桥南大门、火车站、民航大酒店等。还可乘长
途线去往浏阳、湘潭、常德、益阳。

与T2负一层的“机场巴士专用候车室”相比，
T1的“巴士候车厅”更加人性化，设置在到达层的
出口处，方便旅客购票后就进“包间”休息。

“巴士候车厅”内不仅有空调、电视、充电、
WiFi等设备， 也有专业服务人员引导候车、乘
车。

在T1航站楼外， 每个站台的大幅灯箱上，
非常醒目地写有发车时间、路线、票价、咨询电
话等信息。

另据省机场管理集团介绍，机场还将把原
有的4个停车场进行重新设计、规范，方便自驾
车旅客停车、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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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1航站楼将于16日恢复运营，记者提前探访———

T1乘飞机，哪些不一样

5月11日，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1航站楼改
造全面完成，将于5月16日恢复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湘理情，一坛越存越香的老酒
湖南日报记者 孙振华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泽汇

5月的川西大地，草林葳蕤，鲜花怒放。记
者顺着杂谷脑河一进入理县， 一种亲切感油
然而生，“欢迎湖南亲人回家”“感谢湖南恩
人”等类似的标语，在公路两旁、电子显示屏
上不时可见。

进入县城，“湖南” 印记在这个小城里更
是随处可见：宽阔的“三湘大道”，串起了老街
和震后修建的新街；河上的大桥名叫“潇湘大
桥”；深具民族特色的住宅小区叫“芙蓉小区”
……

在理县，只要你说湖南话，亮出湖南人身
份，立马会得到“超级”友善待遇，开店老板会
主动提出打折，出租车司机、宾馆饭店工作人
员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般热情相迎……5·
12大地震已过去10年，湘理情不但没有因岁
月流逝而褪色变淡， 为何反而会愈加浓烈炽
热？

“大灾之后湖南人民给予理县无私的援
助，湖南对口援建，不但用力，而且用情、用
心，为理县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打下了厚实的
基础； 湘理友情的丰碑， 将永远伫立在理县
4.6万人民的心上！” 理县县委书记依当措动
情地说。

灾情即命令，援建为使命
10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让人难以忘怀，短

短几分钟，山崩地裂，道路损毁，房屋倒塌，通
讯中断……四川19个县遭受重创，美丽的巴
蜀大地一时满目疮痍。

灾情即命令！党中央一声令下，东中部地
区19个省份对口援建四川地震灾区迅速启
动。

2008年8月28日， 省发改委副主任张银
桥率领的湖南援建先遣队到达理县。“头顶飞
石， 脚踩碎石，4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3
天，走坏了5个新轮胎。那是我一生中走过的
最危险、最艰难的路！”张银桥回忆。

来不及安顿休整，冒着余震等险情，湖南
援建工作队即深入灾区腹地察看灾情。1个月
之内，他们跑遍了理县的山山水水，拿出了一
份30万字的灾情资料，为灾后重建提供了决
策依据。

灾后重建千头万绪， 民生工程建设刻不
容缓！

理县多山， 属典型的干旱河谷气候。13
个乡镇百姓生产生活用水都靠高山泉水。地
震过后，多处山泉断流，饮水和农田灌溉遭遇
困难。

将安全饮水及灌溉工程建设列为理县援
建的当务之急。

找水源、 架管道、 修水池……2009年4
月，这项投资4700多万元的民生工程胜利竣
工，彻底解决了13个乡镇3.3万名群众的饮水
安全问题，3.4万亩农田灌溉难题迎刃而解。

记者回访发现， 这项民生工程至今仍在
造福当地百姓。

“湖南援建的饮水灌溉工程，泉水进村入
户，农民生活更加方便了；还改变了农民多年
沿袭的生产方式，过去因干旱缺水，只能种些
耐旱的土豆、玉米、花椒，现在都改种了甜樱
桃、青红脆李、红富士苹果等高效经济作物，
不少村民由此脱贫。”理县农牧水局局长彭措
介说。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都排在了援
建的首位。

为了让受灾群众早日住上新房， 湖南注
资1亿多元，建立湖南对口援建理县产业发展
基金，帮助8000多户农房毁损户恢复重建。

为让灾区孩子早日告别板房教室， 援建
工作队加班加点建设新校园。2009年8月，湖
南援建的14所学校，全部按照8级抗震9级设
防标准，整体交付使用。理县学校面积由援建
前3.1万多平方米， 扩大到11.7万多平方米。
2009年秋季开学第一天，6200多名羌、 藏等

各族学生，告别板房教室，搬进了宽敞明亮的
新校园。

5月9日上午， 记者驱车进入薛城镇。薛
城中学隔河相望，十分显眼，在镇上所有建筑
中“鹤立鸡群”。

进入校园，记者看到，操场铺的是塑胶跑
道， 教室里都配有液晶电视。 校长代建武介
绍，湖南援建了3栋教学用楼，购买各种现代
化教学设施设备，“仅我们学校援建资金就接
近4000万元。”

为解决当地百姓看病难题， 湖南援建了
理县人民医院、 公共卫生中心等9所医疗机
构；还在县城援建了一所福利中心，集中供养
三无人员、五保老人120人，确保了三无人员
和孤寡老人“老有所养”。

理县山高河深，行路难始终是困扰群众
出行和经济发展的难题。地震前，全县仅有1
条农村公路实施了硬化。灾后重建，湖南援
建工作队先后建成通村硬化公路49条、390
公里。目前，理县已村村通公路，全部实现了
硬化，彻底告别了“出行难”和农产品“运输
难”。

从2008年8月到2010年10月， 除了4个
月的冰冻期无法施工，湖南援建队在18个月
内，共投资逾20亿元，完工交付项目99个，包
括医药、学校、道路、水利等，当地生产生活迅
速恢复。

“现在我们这里最漂亮的是农房，最安全
的是学校， 最现代的是医院， 最满意的是群
众！”记者在理县采访，多名接受采访者由衷
地感慨。

家园变花园，灾区变景区
桃坪羌寨、甘堡藏寨，是四川当下最热门

的两个旅游景点。洋溢着民族风情的古寨，国
内外游客摩肩接踵，民宿、餐馆、特产店，家家
生意红火。

“还是援建队有眼光，站得高、看得远，当
时恢复重建时， 就想到了要适应旅游产业大
发展的需要。”理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鹏告
诉记者，他当时就在灾后重建指挥部工作，十
分清楚援建决策的全过程。

当时有人建议将修建房屋补贴款直接发
给百姓，反正都是建房子，百姓自己建，援建
队更省事。

但这一方案被否决。
援建队认为，老百姓自己建房，难以保证

工程质量和建筑安全；更重要的是，援建不是
完成任务，而是一项使命，灾后重建就不能只
着眼于当前，更要看到长远发展，为理县的明
天着想！

理县是藏、羌、汉多民族聚居区。神秘美
丽的藏寨、 羌寨历经千百年风霜， 神秘而迷

人，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古迹，也是当地发展
旅游产业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必须保护好、传
承好这份文化遗产。

援建方案确定了“承接历史、保护历史”的
原则，统一规划，无论是修缮旧房，还是建新屋，
都要“修旧如旧”，尽可能保持原貌。

“统一修建不代表不尊重、不考虑老百姓的
诉求。”王鹏介绍，“尽最大可能让老百姓参与自
己的新居建设。”

桃坪羌寨，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石碉和
石楼民居依山而筑， 纵横交错的地下水网和户
户相连的地上迷宫，被誉为“东方神秘古堡”。

为发展旅游考虑，决定在修缮古寨的同时，
在邻近的地方建设一个新羌寨。

“在全国广泛征集了十几个修复设计方案，
放在广场上一一展出， 由百姓自己投票选出最
终方案。”王鹏认为，“事实证明，这不但有助于
后期援建工作顺利展开， 还能让新居最大限度
地接近当地风貌。”

2010年初， 占地约120亩的桃坪羌寨新区
对外开放。 除了新建的109幢建筑物及配套基
础设施外，古羌文化演艺中心、王嘉俊古羌历史
博物馆、古羌文化传习所等新的景点，也吸引了
大量游客。

正是按照这一修复与保护统一的思路，薛
城镇筹边楼也迎来了新生。

筹边楼为唐朝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
所建。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曾登此楼，留下一首
流传千古的诗歌：“平临云鸟八窗秋， 壮压西川
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这座楼不但是汉藏民族和平发展的见证，
长征期间， 又成了红四方面军在薛城的临时指
挥部，红军在此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印迹。

5·12大地震，筹边楼受损。为弘扬这一名
胜的历史文化价值，援建队请来专家精心规划，
将筹边楼打造成一个小巧精致的博物馆： 在修
缮保护筹边楼主体的同时，添加一个小型广场、
一个纪念馆、一条古长廊。

推开后门，便是薛城老街。顺着老街一路往
下，来到老城门宁江门，红四方面军在这留下了
众多珍贵的宣传标语。

“筹边楼经这样一番保护升级改造，已成为
理县又一热门旅游景点。”薛城镇党委书记顺明
春说。

传承历史文化，打造民族特色，已成为了理
县旅游发展的核心主题。

如今的理县街头干净整洁， 民族特色风情
浓郁。家园变花园，灾区变景区。理县总人口不
到5万，2017年游客数量多达507万人次， 全域
旅游已真正成为富民兴县产业。

不只是恩人，永远是亲人
房修好了，路修通了，水到户了，按理说援

建队大功告成，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2009年初一份调研报告让援建队员们

坐不住了：理县九成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
地震心理障碍。有的老人失去了儿女，有的孩子
失去了父母。失去家园可以重建，生离死别对灾
区人民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

灾民如果不能从悲伤痛苦中走出来， 如何
重建家园？

援建队尽管是清一色的汉子， 但大多上有
老，下有小，同样也是柔情硬汉。

要把理县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看待，必
须想办法让他们重振精神！

2009年3月17日， 在全国19个对口援建省
份中，首个精神家园重建项目在理县启动，由政
府购买服务， 社会组织———湘川情社会工作服
务队在当地开展专业服务。

在理县县城和薛城镇，1300平方米的工作
室内设有音乐治疗室、心脑训练室、个案室、沙
盘室、宣泄室等不同功能的治疗室，各种专业治
疗仪器一应俱全。仪器背后，还有生理相干与自
主平衡系统等20多套专业软件。工作人员采取
安抚、心理辅导、危机干预等专业手段，帮助群
众走出地震阴影。

藏族姑娘泽仁娜姆家房屋在地震中倒塌。
震后，她听力失聪，情绪悲观失望。通过社会服
务工作队不懈帮助， 泽仁娜姆主动参加羌绣培
训，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羌绣专家”。

援建队还组织理县多名干部群众来湖南参
观学习，接受心理疏导，一支“治愈心灵”的队伍
在理县延续下来。 超过百名基层干部和群众参
加心理咨询师培训， 其中有半数还拿到了心理
咨询师资格证。

理县心理疏导模式被其他灾区借鉴。2010
年，湖南援建队获得国家民政部颁发的“民族社
会工作创新奖”。

投桃报李，当年重建的恩人，今天已变成理
县人民的亲人、家人。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张雪辉
5月10日跟随援建队回访理县。

“听说离别10年后我要回来，我在理县一
起工作过的一位当地同事， 在宾馆外等了我一
整天。当真正见面时，两人什么话都没说，抱在
一起一直哭个不停。”

对于昔日曾在理县土地上洒过汗水和热血
的援建者，理县人民更加没有忘记。

汶川地震2008年5月12日发生，5月14日邵
阳救灾志愿者李海军便关闭自家木工店， 赶赴
灾区参与抗震救灾。

冒着余震和一路塌方落石， 李海军只身徒
步来到理县，支援了杂谷脑、朴头、甘堡、蒲溪，
上孟乡、 下孟乡和木卡等乡镇抗震救灾和灾后
重建，义务投工投劳，帮助劳动力缺乏的村民搭
板房、拆危房、建新房，抢收农作物，无偿帮助乡
镇政府和村两委搞公益建设，不为名不为利，默
默无闻，一干就是两年，与理县灾区干部群众结
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铁人”。他的事迹被载入
《理县抗震救灾志》。

今年3月21日，李海军在老家帮人建房时，
不慎从三楼坠下地面， 倒塌的预制板压在身上
不能动弹。盆骨等处粉碎性骨折、膀胱破裂，等
待他的是高额治疗费。

李海军长期参与公益事业， 但也是当地的
贫困户，家无积蓄。

李海军的不幸遭遇传到了理县。
理县团委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布倡议书：“曾

经救助过你的铁人，现在需要你的救助！”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受过他帮助

的、听闻过其英雄事迹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
踊跃捐款，短短两天就筹集了16万元。

“援建工作虽然结束了，但跨区域合作、互
促发展才刚刚开始。湖南与理县在旅游、现代农
业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随着交通改善，
湘理走动将越来越频繁， 湖南与理县的友情将
代代传承！”省政府副秘书长、时任湖南对口援
建理县工作队队长张银桥说。

� � � �湖南对口援建的理县福利中心。2010年5月开始入住，中心现有75名老年人入住，闲暇之
余，老年人们聚在一起，跳起欢乐的锅庄。（资料图片） 张建 摄

� � � �湖南对口援建的甘堡藏寨新貌。（资料图片） 雷振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