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王向

暴雷、大雨、烈风……春日的长沙，天气如同
娃娃脸说变就变。 如何在恶劣天气下采集到气象
信息？长沙市气象局的“利器”之一便是探空气球。

气象部门对气象信息的观测， 主要分为地面
和高空观测两种。 高空观测站全国仅124个，湖南
有3个，其一便是长沙高空气象观测站。星城的“天
情”便由它来搜集。

探空气球充灌完气后比人还高
3月21日18时30分，天已黑，高空风速达到22

米/秒，属九级烈风，值班人员范昱、许海军和邱丽
静便在长沙高空气象观测站， 开始了当天的第三
次放球作业。

“一般来说，每个探空站1天需施放3次气球，
分别是7时15分、19时15分和凌晨1时15分。 放球
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于5分钟。 ”许海军说，全国
的探空站都是这个时间， 早放和晚放都算不按规
定操作。 365天，一天都不能断，一次都不能错。

19时15分释放气球，值班人员要提前至少半
个小时抵达探空站，进行前期准备。他们首先从仓
库里把要放的气球拿出来———这是一个重约0.75

千克的乳胶气球，确定没有损坏后，它将被充入适
量的氢气。 充灌完毕后的气球，高约2米，直径约
1.5米。

气球本身是不可能探测气象信息的， 它还有
一个共同飞向高空的小伙伴———探空仪。 别看探
空仪只有成人手掌大小，但里面有许多电子元件，
可以探测气象信息。

探空仪电池是一块镁电池， 靠浸泡在盐水中
充电， 充电完成后可保证最多3个小时的电力，足
够探测仪使用。

和探空气球一样， 探空仪在出发半个小时前
也要“体检”。它被放在一个叫做“基测箱”的地方，
检测它显示基测箱内温度、湿度、气压等各项指标
是否在正常的差值范围内。如果合格，可以与气球
相伴去天空遨游了。

每分钟约400米直奔3万米高空
值班人员范昱把探空气球和探空仪， 牢牢拴

在同一根绳子上。
这是一个长达30米的绳子。 如果绳子太短，

它在空中摆动幅度大。 30米才能保证绳子的摆动
幅度在最小范围以内，以便观测更精确。

19时15分，许海军将探空气球放飞。 从离开
许海军手中的那一瞬间起， 气球以每分钟约400

米的速度随风飘扬，飞向1万米、2万米，直至3万米
左右的高空。 在上升过程中，气球会穿越云层，遇
到水滴、冰晶，并会穿越大风区，其所处位置的温
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也在不断变化。

每隔0.8秒，探空气球就能将气象要素数据传
回。这些对平常人犹如“天书”的数据，对于气象专
业人士来说，却弥足珍贵。 通过解读之后，它们就
会成为每天天气预报的重要依据。

70分钟的“生命”短暂而绚烂
探空气球抵达3万米左右的高空，一般需要花

费70分钟。
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周围空气越来越稀薄，

气压不断减小，探空气球不断膨胀，地面1.5米左
右的直径会增加到8米至9米，并最终在空中爆炸。

气球爆炸后， 其残骸将与探空仪一起顺着气
流方向自由下落。 整个探测过程也就在爆炸的一
瞬间结束。

“不用担心探空仪的残骸在下落过程中砸到
人的头上， 因为他们降落的地点大多在人烟稀少
的郊区野外。 而且探空仪的体重还不到0.4千克，
爆炸后的它根本伤不了人。”不过确实有人曾经捡
到过探空仪的残骸。“捡到后也不用上交，对气象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好好珍藏。 ”许海军说。

3万米高空探“天情”
———长沙市气象局探空气球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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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新江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记者近日在新晃侗族自治县采
访时， 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该县步
头降苗族乡新江村55岁的脱贫户蒲
师堂一个月前脱单了， 而红娘就是
该县纪委书记宋伟。

“搭帮纪检干部的帮扶， 我不
但脱了贫， 还脱了单。” 记者来到蒲
师堂家中时， 他还沉浸在新婚的喜
悦中。

蒲师堂还有个弟弟， 由于自小
家境贫寒， 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进
蒲家， 兄弟两人相依为命。 2014
年， 兄弟俩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恰好县纪委结对帮扶新江村。

宋伟第一次到蒲师堂家时印象
深刻： 家徒四壁， 也没有喂养牲畜家
禽，连厕所、猪牛栏舍都没有。 两兄弟
仅靠种植2亩水稻和打零工维持生计。

扶贫先扶志。 经过一连几日的
促膝长谈， 宋伟鼓励兄弟二人勇敢
改变现状。 随后， 两兄弟决定， 弟
弟外出到邻近的芷江县城打工， 蒲
师堂则在家中料理农事， 农闲时节
也在附近打打零工。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 蒲师
堂家里建起了猪舍牛舍， 年喂养生
猪4头、 肉牛2头， 种植优质稻9亩，
还硬化了入户道路。 2016年， 两兄
弟通过发展产业和务工， 成功实现
脱贫。 靠着双手， 两人不愁吃、 不
愁穿，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2018年10月， 宋伟到蒲师堂家
中走访， 询问兄弟俩还有什么需要
帮助解决的困难。 “也没有什么特

别的困难， 现在日子过好了。” 蒲师
堂顿了一下， 又搓着手， 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
是没娶到媳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宋伟答应
替蒲师堂打听打听， 帮忙牵线。

说来也巧， 经过几番打听， 宋
伟得知县中医院结对帮扶的新晃凉
伞镇台洞村有一名叫杨桃辉的女士，
也是贫困户， 各方面条件比较合适。
今年年初， 宋伟请两个村的帮扶工
作队帮忙牵线， 并抽空与驻村帮扶
工作队一道陪同蒲师堂前往台洞村
相亲。

相亲过后， 蒲师堂与杨桃辉互
留了电话号码， 开始联系、 交往，
随后准备结婚事宜。 今年2月14日，
两人决定不办结婚酒， 就在杨桃辉
家中准备了饭菜， 请长辈和至亲相
聚见个面， 并特别邀请宋伟和两个
村的帮扶工作队队员做个见证。

宋伟欣然前往祝贺， 为两人送
去诚挚的祝福。 他说： “这是我担
任县纪委书记以来， 参加的唯一一
次不是本人亲戚的婚礼。 祝贺蒲师
堂成功脱单 !希望新娘新郎互相扶
持， 相濡以沫， 共同建设幸福美满
的小康家庭。”

“谢谢党和政府， 谢谢扶贫工
作队， 谢谢县中医院的干部!” 蒲师
堂和杨桃辉异口同声地连连道谢。
他们沉浸在幸福当中， 也憧憬着更
加美好的未来。

就这样， 县纪委书记为贫困户
做媒的故事， 在新晃被传为佳话，
人们风趣地称之为“黑脸包公” 当
红娘。

岳阳严处辣条违法生产
66家企业被责令停产停业，

限期整改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任旭光）

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月23日召开专题会，调度全市食
品安全整治工作。 今天，该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平亚带队
再赴平江重点区域督战食品安全生产工作。 据统计，从3
月15日至今，该局共组织检查辣条生产企业83家，排查问
题436个，责令停产停业限期整改66家，取缔查封无证从
事豆制品生产加工企业1家，立案调查7起。

央视“3·15晚会”曝光平江县辣条违法生产问题后，
岳阳市市场监管局迅速采取行动，速查严处。 3月15日当
晚， 该局组织工作组前往涉事企业所在地进行了深入调
查，第一时间摸清了违法违规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3月19日，岳阳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寺前工业小区聚财
食品厂存在使用过期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 收缴过期
添加剂70公斤， 查扣辣条产品75件， 责成企业召回产品
141件。 责令因辣条生产过程中存在质量安全隐患进行产
品召回的企业4家。组织检查小作坊160家次，责令停业整
改24家，取缔黑作坊14家，立案调查10起。 检查200米范
围以内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500家， 发现问题线索410
条，责令整改376户，责令停业10户，下架“五毛食品”105
户，立案28起。

� � � �湖南日报3月24日讯（记者 刘勇）
春分节气刚过，新茶即已上市。今天，
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与保靖黄
金茶原产地所在的保靖县吕洞山镇
黄金村在长沙签订协议，双方将深度
开展“千企帮千村”活动，实现茶农脱
贫致富、茶业兴旺发达。

保靖黄金茶是我省主推公共品牌
“潇湘绿茶”中的主要成员。 在古时，保
靖黄金茶因“一两黄金一两茶”的故事
而得名。 文物调查显示，故事发生地黄
金村现有7处历经数百年的古茶园，面
积约1500亩，古茶树2057株。

而现代研究表明，那些“可以喝

的文物”的氨基酸含量，是所有绿茶
平均水平的2倍多，堪称中国之最，加
之其水浸出物、 茶多酚含量也很高，
造就了黄金茶汤“香、绿、爽、浓”的鲜
明特征。

春茶才露尖尖角，早有茶人心切
切。 今天的签约仪式现场，来自黄金
村的头采春茶让爱茶客大呼过瘾。隆
平茶业总裁张粤湘说，保靖黄金茶是
特别珍贵的“一村一品”资源，将依托
“公司+村委会+农户+基地”模式，发
挥各自优势，体现企业帮扶，突出农
民利益，兼顾集体经济，让黄金茶变
成真正的“黄金叶”。

精准扶贫在三湘

“黑脸包公”当红娘

隆平茶业牵手保靖黄金茶
拥有7处历经数百年的古茶园，古茶树2057株

� � � 3月23日，醴陵市船湾镇一服饰企业，工人在赶制订单职业
服装产品。 近年，该市服饰产业发展迅速，已拥有注册商标40

余个 ，30 多家企业通过 了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目前，
该市服饰产业年产值近50亿
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服饰产业
发展快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24日

第 201907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65 1040 483600

组选三 404 346 139784
组选六 0 173 0

0 5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3月24日 第201903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5943953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2
二等奖 22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000111
8 12278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80
68477

1323149
9530663

52
2604
50704
355545

3000
200
10
5

1515 21 23 2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