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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艳科 廖浩江 陈志强

一条条农村公路如玉带飘舞，蜿蜒于青山绿水
之间；一座座桥梁似彩虹卧波，飞架于小河溪流之
上，路畅景美，四通八达。盛夏时节，驱车行驶在
隆回县的乡村公路上，路畅车行疾,风景如画来，好
不惬意！

近年来，隆回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掀
起“四好农村路”的建设发展热潮，不仅解决了农村
交通“有没有”的问题，更解决了一大批“好不好”的
问题。5649 公里农村公路连接十里八乡，迸发出
强劲的发展活力，为广袤的农村地区带去了人气、
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大视野布局，形成优质的路网格局
乡村振兴路先行。隆回县把推进农村公路高

质量发展作为最大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作为脱
贫攻坚的主要抓手抓严抓实。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靠前指挥，亲力亲为，统筹交通、公路、应急、市
监、交警、城管、自然资源及各乡镇（街道）的力量，
尽锐出战，全力攻坚。

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将“四好农村路”建设融
入“十三五”规划，对全县路网进行顶层设计，突出
以现有公路为基础，构建“承上启下、内联外接、运

行可靠、布局合理、服务优质”的公路网布局形态，
对外全面实现与高等级公路无缝对接，对内实现行
政节点、经济节点、交通节点、旅游节点全覆盖。

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组织技术
力量对全县所有的县乡道和村组道路展开摸底调
研，盘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在全面落实农村公路通
达、通畅工程建设任务的同时，对岩荷公路等民生通
道、崇文公路等旅游线路、民族大道等民族“连心线”
进行升级改造，加快推动农村公路从规模速度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0年底，隆回县农村公路
硬化里程超过5600公里，建制村通畅率和客运班线
覆盖率100%。

全方位改革，构建高效的工作机制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隆回县大胆改革、锐

意创新，全面建立“路长制”，严格绩效考核，深入推
动公路管养体制改革，从而大大激发了农村公路发
展新活力。

全面建立“路长制”。出台《隆回县普通公路
“路长制”实施方案》，建立县、乡、村三级路长制，构

建起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奖惩有力的路
长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县乡村各级
的积极性。

隆回各地纷纷成立民间养路协会，当地名人、
车主、热心村民踊跃参与，积极筹资筹物、爱路护
路。七江镇贺家村还组建了一支“巾帼养路护路
队”，成为农村公路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严格绩效考核。将公路养护和“路长制”落实
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压
力传递到每个责任人，真正形成上下联动、密切配
合、齐抓共管的农村公路管养工作新局面。

深化体制改革。勇于先行先试，深入推动公路
管养体制改革，整合原县公路管理局、县农村公路
管理站公益职能，成立隆回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实现交通公路行业管办分离，集中全县公路建设养
护的中坚技术力量，一心一意投入到公路事业高质
量发展中去。

多举措推进，打造畅安的通行环境
深入开展公路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行

动。隆回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对全县公路进行安
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摸排安保设施欠缺、弯急坡陡
的农村公路和山区公路，共建档收录91处公路风
险隐患点，建立起公路隐患数据库。县政府安排
1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公路隐患治理工程，全力
推动了农村公路安保水平的快速升级。

大力解决“畅返不畅”问题。高侯线是隆回北
部山区的一条农村公路，总长 5 公里，连接 8 个村
庄，运行使用20多年来，路况不尽人意，因资金问
题，一直未能提质改造。2019年，县委书记王永红
联系爱心企业家捐赠780万元，并迅速启动建设，
2020年6月竣工通车。群众纷纷拍手称赞，自发举
办高侯公路竣工通车感恩会，为县委书记和爱心企
业家颁发“高侯公路功臣荣誉证书”。

为全力补短板，保通畅，该县想方设法筹集资
金，千方百计狠抓项目，仅2020年上半年，羊兴线、
造寨线、二大线、皇云线先后实施了路面修复工程，
南苏线启动了路面改善计划。

在羊古坳镇牛形村，刚整修的羊兴公路宽敞平

坦、蜿蜒前伸，一边是整洁民居，一边是美丽田园，
如同一支蘸满墨汁的神笔，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动人
画卷。

路畅了、景美了、生活环境更好了,村民们个个
幸福满满，笑靥如花。

套餐式服务，点燃振兴的强力引擎
“要将农村公路与农村旅游景区、特色小镇、客

货运输、乡村旅游等产业组合开发，打造复合型功
能精品线路。”该县县长刘军多次强调。

隆回县将“四好农村路”建设深度融入乡村振
兴战略，结合地方经济文化特色，探索农村公路与
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方式，加快资源路、旅游
路和产业路的建设。

马横线连接 242 省道和隆回县乡村旅游景点
向家村，2020年8月，向家村将成为湖南省夏季乡
村文化旅游节开幕地点。为此，县公路建设养护中
心对马横线进行了重点维护，7月底，完成旅游线路
的换板和路面修复工程，以及配套安保工程和路面
标线，路况焕然一新，擦亮了乡村旅游的公路“名
片”。

随着一条条产业路、致富路、旅游路的建成，隆
回县逐步形成了“产业沿着公路走、公路促进产业
活、产业推动农民富”的发展趋势，为乡村振兴、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
公路支撑。

村路如网 活力满满
——隆回县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侧记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刘勇

8月5日18时，洞庭湖控制站城陵矶
水位缓慢回落到 33.5 米，但仍超过警戒
水位（32.5米）整整1米。

至此，城陵矶站今年已维持超警戒
水位 32 天，期间还两次超过保证水位

（34.55米）。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根据
当前情况预测，城陵矶站水位退至警戒
线以下还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

据悉，自2000年以来，今年城陵矶站
连续超警时长已稳居第一位，超过了
2016年的27天。

水位超警持续时间长，洪峰水位高
度也不容小觑。水文测报显示，7月28日
13时，城陵矶站出现洪峰水位34.74米。
这是该站自2000年以来的第二高洪，仅
次于2002年8月24日的34.91米。

众所周知，长江三口来水和湘资沅
澧四水汇集洞庭湖之后，再经城陵矶一
口流向长江。城陵矶站水位长时间超警，
意味着整个洞庭湖长时间处于高洪状
态。今年的这种状态成因何在？这种状态
下的洞庭湖防汛形势如何？

一问：洪水为何这么高

今年的洞庭湖洪水，相关指标在最
近20年内“数一数二”，为何会出现这种
情况？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主任郭世民
说，入湖来水较大、洪水出湖不畅，导致
洞庭湖今年出现长时间高洪水位。

长江来水入湖流量大。今年 6 月 28
日以来，长江上游先后形成了三次流量
超过 50000 立方米每秒的编号洪水，三
峡水库于 7 月 2 日、7 月 18 日、7 月 27 日
分别形成 53000、61000、60000 立方米
每秒的入库洪峰。为错峰补偿调度，通过
上游水库群的全力拦蓄后，长江干流洪
水经由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入洞庭湖
总水量仍有 270 亿立方米以上，大约相
当于 1.57 个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 33.5
米时）的水量。

郭世民介绍：“监测数据显示，7 月
24日这天长江三口来水最大。当日洞庭

湖的入湖合成流量为 23000 立方米每
秒。其中，湘资沅澧四水入湖10000立方
米每秒，长江三口入湖 12000 立方米每
秒，三口超过了四水。而在平常没发洪水
时，四水入湖流量远大于三口，三口平均
入湖流量仅为2500立方米每秒。”

湘资沅澧四水入湖流量也较大。自
4 月1日入汛至7月27日，我省今年降雨
较常年偏多4%，看似比较正常，但7月1
日至 7 月 27 日较常年偏多 46.4%。也正
是在这个降雨异常偏多时期的前后，洞
庭湖流域分别在6月28日至7月10日、7
月17日至7月20日、7月26日至7月28
日发生三次强降雨过程，导致资水、沅
水、澧水发生较大洪水，加上湘江也有少
量洪水，四水洪水总量超过 380 亿立方
米。

“资水流域的柘溪水库至桃江区间，
7月26日20时至27日11时发生强降雨，
区间洪峰流量约为7600立方米每秒，与
2017年区间最大流量相当，排在该区域
有资料记载以来的第二位。”郭世民说。

洞庭湖洪水出湖不畅。在 6 月 28 日
以来的30多天时间里，洞庭湖有650亿
立方米的洪水需从城陵矶进入长江。而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等
省，同时也发生了历史罕见大洪水，导致
城陵矶下游的螺山、汉口等站也长期维
持高洪水位，顶托洞庭湖洪水，城陵矶河
段水流“严重拥堵”。

城陵矶站水位在 6 月 28 日 18 时为
30.63 米，至 7 月 4 日 18 时达到 32.5 米
的警戒水位并呈持续上涨态势。短短 6
天时间，浩淼的洞庭湖水位整体上涨
1.87米。

二问：洪水为何“只有”这么高

在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刘志
强看来，如果没有对水工程的科学、精准调
度，今年的洞庭湖洪水还会更高。

换句话说，今年的洞庭湖洪水为何
“只有”这么高？刘志强认为，我省主要大
型水库协同长江三峡水库拦洪削峰，有
效降低了洞庭湖洪水水位。

在防御长江1号洪水的过程中，三峡

水库从7 月6日至7 月12日共拦蓄洪水
约30亿立方米。我省主要大型水库则从
6 月 28 日以来拦蓄洪水 23.6 亿立方米。
其中，江垭水库、皂市水库持续为澧水干
流削峰错峰，极大缓解了湖区澧阳平原
的防汛压力；沅水五强溪水库联合凤滩
水库、托口水库等全力拦洪，在洞庭湖水
位迅速上涨的关键时期，将 26300 立方
米每秒的入库洪峰，逐级削减至5000立
方米每秒的出库流量，持续时间达56小
时；资水柘溪水库全程未开闸，仅通过发
电流量调洪。

在防御长江2号洪水的过程中，三峡
水库拦蓄此轮洪水 65.7 亿立方米。面对
持续时间长达 18 小时的 61000 立方米
每秒的入库洪峰，三峡水库最大日均下
泄流量仅 40000 立方米每秒。而湖南在
省内降雨开始前即调度水库适度预泄，
在迎洪过程中将水库拦洪削峰作用发挥
到极致，7月17日至23日总计减少入湖
洪水28亿立方米。在三峡水库对长江干
流洪水进行充分调蓄的过程中，我省全
面统筹省内各大型水库协同三峡水库进
行联合调度，控制湘资沅澧四水入湖流
量连续6天小于长江三口入湖流量，全力
与长江洪水错峰。

长江发生3号洪水期间，我省湘北、
湘中地区遭遇强降雨。省水利厅调度所
有相关水库、水电站，以满足下游生活、
生态所必需的最小出库流量为标准运
行，全力拦洪、滞洪。截至7月30日，五强
溪、柘溪、托口、水府庙等水库已接近拦
蓄至“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所蓄到的最高
水位”，充分发挥了水库的拦洪作用。

刘志强介绍，6月28日以来，省水利
厅先后87次调度省内主要大型水库，通
过反复利用防洪库容，累计拦蓄洪水68
亿立方米。经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测
算，我省水库协同三峡水库调度，在今年
长江发生三次编号洪水期间，分别降低洞
庭湖城陵矶站洪峰水位0.8米、1.7米、0.6
米。

三问：为何没有重大险情

虽然洞庭湖已维持高洪水位逾1个

月，但是整个湖区截至目前尚未发生重
大险情，原因何在？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相
关各级党政一把手对防汛救灾工作既

“挂帅”又“出征”，带领全省上下特别
是湖区干部群众连续作战，坚持值班
值守、巡堤查险，及早发现问题，把各
种危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将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落到了
实处。

省水利厅厅长颜学毛说，近年来，在
水利部的大力支持下，省委、省政府带领
全省人民持续大干水利，不断加强洞庭
湖堤防等水利工程建设，同等汛情条件
下湖区发生大险情的次数必然逐步下
降。特别是中央支持湖南实施洞庭湖区
二期治理，加强了洞庭湖区11个重点垸
和24个蓄洪垸的建设，有效提升了洪水
防御能力。

提前预报、精准预测洪水过境时间
和水位、流量，可为落实巡堤查险力量、
预置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赢得宝贵的
时间，从而实现“防微杜渐”。颜学毛介
绍，6 月下旬以来，省水利厅将每日 10
时会商一次调整为每日10时、16时、20
时三次会商，组织气象、水文专家滚动
分析研判雨水汛情，为全省防汛救灾决
策提供了重要参考。采用气象水文预报
耦合、人机交互等方法，我省洪水预报
精度不断提高，主要江河预报准确度达
到90%以上。

颜学毛告诉记者，抢险技术支撑也
是决胜防汛救灾的关键武器之一，技术
运用得当、及时，小险就不会转化为大
险。截至 7 月 30 日，全省水利系统累计
派出 2159 批次 8952 人的专家组、工作
组，深入一线指导防汛。其中，派出多批
次省级专家组分赴湖区的益阳、常德、
岳阳三市，现场开展抢险技术指导，基
层干部群众表示“很管用、现学现做效
果好”。

防御洞庭湖高洪，不能轻言胜利。颜
学毛说：“只要城陵矶站一日未退出警戒
水位，我们就一刻也不能松懈。”

（参与采写：通讯员 李永刚 刘燕龙）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周卒子 彭科

“今天一大早，彭书记就去佳明
家庭农场啦。”8月4日9时许，记者
来到祁东县偏远山区乡镇蒋家桥
镇，镇党政办负责人说。

记者随后来到佳明家庭农场，
这是设在龙兴村的一个种养就业扶
贫车间，七八个人正在蔬菜大棚里
栽种反季节西瓜等。

农场创办于去年11月，主要是
种菜养鱼。今年蔬菜瓜果收成好，销
路也不错，现有26个贫困村民在农
场打工，人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

“农场办得好，与镇党委书记彭
安华的帮扶分不开。”农场负责人邹
东方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前，他们修
建蔬菜大棚缺资金，彭安华主动与
当地农商银行联系，帮助解决贷款
18 万元。彭安华还帮农场推销产
品、建设水利设施等。

从 2017 年担任蒋家桥镇党委
书记以来，彭安华面对当地严峻的
脱贫攻坚形势，带着亲情下村，带着
热情解难，带着真情帮扶，因地制宜
求发展，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在我省今年4月启动的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考察中，彭安华获得好评。

水润枣园腰包鼓

8月4日下午，蒋家桥镇新岭村
群鑫枣业合作社千亩中秋酥脆枣园
基地内，一串串淡黄色的枣子挂满
枝头。又是一个丰收年！

村民匡宝良在忙着用滴管为枣
树喷淋浇水。“去年，衡邵干旱走廊
西区供水管网联通工程竣工后，枣
园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啦。”匡宝良
高兴地告诉记者。

蒋家桥镇位于祁东县西部边
陲，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核心地带，大
部分村组地势高，干旱缺水，土地贫
瘠，是个“穷山窝”。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彭安华一
上任，就狠抓水利建设。

衡邵干旱走廊西区供水渠道修
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年久失修，破
损、淤积、渗漏严重。

“彭书记说话算数，在修建渠道
期间，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布置工
作，经常忙到深夜。”匡宝良讲了一
件事。2017 年冬天一个早晨，他和
施工队的人带着图纸来到工地，没
想到彭安华早来了。“水渠坝基要夯
得更实一些，这关乎大家的钱袋子，
工程质量马虎不得呀！”彭安华指着
一段渠道，严肃地说。大家听了彭安
华的批评，脸上像火烧似的，但心里
热乎乎的，立马改正。

3个月后，一条长达5.5公里的
水渠竣工通水了。“有了水，荒山荒坡
种上了枣树和黄花菜，大家的腰包慢
慢鼓了起来。”匡宝良说，“酥脆枣很
甜，这是彭书记用苦和累换来的。”

搞好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
是关键。3年来，蒋家桥镇在彭安华
带领下，先后完成了衡邵干旱走廊
西区供水管网联通工程 5.5 公里，
整修护砌山塘 32 口、渠道 11.2 公
里。全镇安全饮用水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还建成村组公路47公里，电、
通信也实现全覆盖。

遍地黄花遍地金

8月3日凌晨4时许，蒋家桥镇
山水村贫困户周盛礼一家四口就起
了床。他们挎着编织袋，打着手电
筒，来到离家一公里的又桥黄花菜
种植基地摘黄花。

“今年，我家种了6亩黄花菜。除
去成本，可收入2万元左右。”周盛礼
告诉记者，彭安华还打来电话说，帮
他联系了祁东有吉黄花菜食品公司，
按保护价收购他种的黄花菜。等卖了
黄花菜，装修房子的钱就有着落啦。

在蒋家桥镇，黄花菜种植已有
500多年历史，是镇里传统产业，也
是贫困户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但
以前黄花菜生产没有形成规模，加
上品种老化、加工粗放，产品附加值
低，影响了菜农收入。

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扩大种
植规模，形成产业优势。为此，彭安
华翻山越岭走访种植户，对全镇黄
花菜产业进行细致调研。然后，重新
规划种植区域，选择罗塘、祖山湾、
新岭和龙兴等村，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方式发展规模种植，种植
户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分红、劳
务用工等多种形式获得收益。

8月3日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腊元
村湖南又桥农业科技发展公司，见几辆
挂河南牌照的货车停在仓库前，公司负
责人谭又桥正在指挥工人将黄花菜装上
车。“今年，公司种黄花菜600多亩。”谭又
桥说，种植户以腊元村村民为主。他们主
要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仅此一项，村里
贫困户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

蒋家桥镇土地贫瘠、保水性差，
产业难发展，群众收入普遍较低，贫
困人口数过去居衡阳市乡镇第二。

“蒋家桥的劣势是山，优势也是
山。”彭安华说，他们以种黄花菜、酥
脆枣为主，在石头缝里开辟出一条
脱贫致富路。

遍地黄花遍地金。今年，蒋家桥
镇共种黄花菜6800亩，可创产值近
3000万元，产品畅销浙江、广东、云
南、上海及港澳台等地。

除了黄花菜、酥脆枣，中药材、
油茶、果蔬等特色种植也搞起来了，
高山羊、生态鱼等养殖及农产品精
深加工初具规模。

截至去年底，蒋家桥镇先后有
2078 户 8009 人脱贫，目前只剩 33
户 83 人 未 脱 贫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2012年21.1%下降至0.2%。

■考察调研手记

考察调研组深入祁东县蒋家桥
镇走访，当地群众说起彭安华，称赞
他没有一点架子。夏季天热，他头戴
草帽，顶着高温走在田间地头，为贫
困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发展。

3 年来，彭安华稳步推进水利
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黄花菜、酥脆枣等形成规模，贫困户
实现稳定增收，在石头缝里辟出了
一条脱贫致富路。

“正如一棵棵在贫瘠土地上不屈
不挠、努力向上生长的酥脆枣树一样，
彭安华不畏艰难、顽强拼搏，抛洒汗
水、贡献智慧，改变着一个落后乡村的
面貌。”考察调研组组长于金旺说。

石头缝里辟出脱贫致富路
——记祁东县蒋家桥镇党委书记彭安华

■编者按
4月至6月，按照省委决定，省委组织部派出考察组，深入脱贫攻

坚一线开展专项考察调研，了解掌握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表现，发现识
别优秀干部，为基层干部加油鼓劲。湖南日报开设此专栏，聚焦这些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奋斗身影，讲述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
的故事，敬请关注。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超警戒已逾1个月，期间洪峰水位达到34.74米的高度——

三问洞庭湖高洪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唐心宇

盛夏时节，每天清晨和傍晚，
家住湘潭市岳塘区的胡祥怡、杨玉
芝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总是结伴
而行，一起买菜、一起散步。邻居见
了，忍不住夸赞：“真是模范夫妻！”

杨玉芝与丈夫已结婚 70 年。
年轻时，丈夫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夫妻俩一年难见一面。“如今社会
安定、生活安稳，我们更要珍惜在
一起的时光。”杨玉芝说。

“在一起70年，您觉得胡爷爷
是个什么样的人？是您心中的英雄
吗？”记者问杨玉芝。

杨玉芝哈哈大笑：“用现在时
髦的话说，应该叫‘盖世英雄’！”她
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身旁的老伴
看着她，满是温柔。

时光回到1950年。这年，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18 岁的胡祥怡萌
生了参军入伍的想法。

“打仗可不是开玩笑的，何况我们刚
刚结婚。”杨玉芝说，她当时担心极了，丈
夫却握着她的手安慰道：“再危险也要有
人去。为国家而死，是死得其所！”

“虽然还是担心，但也佩服他、欣赏
他。”在丈夫反复劝说下，杨玉芝不再阻
拦。

第二年初，胡祥怡进入部队，分配在
47 军军直侦察队。他做过通信兵、侦察
兵，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因为表现突
出，他在前线火线入党。

“我每天站在堂屋前，踮起脚尖、伸
长脖子张望，希望接到他报平安的信，更
希望他早日归来。”在日复一日的思念与
担心中，1953 年，杨玉芝终于盼来了胜

利的消息。
“本以为分别两年能够团圆

了，没想到团聚仍然十分难得。”
1953年至1956年，胡祥怡被安排
到徐州市第五预校学习。此后 3
年，他又在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
行。“他学会了驾驶雅克-18、雅
克-11、米格-15三种机型呢。”说
起丈夫，杨玉芝满是自豪。

为了保卫祖国，胡祥怡多次执
行军事任务。每当儿女们在院子里
看到头顶上飞机飞过，都会欢呼：

“是我爸爸！”杨玉芝在仰望蓝天
时，更多的是祈祷丈夫平平安安。

1979 年，年近半百的胡祥怡
再次出征。面对高原机场跑道短、
周边高山多等复杂状况，胡祥怡凭
借过硬的技术，每次都出色地完成
了作战任务。

丈夫在前方战斗，妻子在后方
也不甘落后。杨玉芝以丈夫为榜
样，不仅入了党，还担任当地妇委
会主任。

1981 年，胡祥怡转业到地方工作，
结束了30年的军旅生涯，一家人得以团
聚。

这时，杨玉芝才知道，每次起飞前，
丈夫都将写好的遗书带在身上，上面写
道：“组织要我参战，是对我的信任。党培
养一名飞行员不容易，为国牺牲也是光
荣的！”

也是在这时，胡祥怡才知道，在他们
的孩子出生时，妻子就下了决心：“如果
你牺牲了，我也不再嫁，一定把孩子培养
成才。”

“今天，我要告诉儿女们，你们的父
亲是有理想、有胆量的‘盖世英雄’！”话
语间，杨玉芝眼里闪过一丝泪光。

酷暑下的“蜘蛛侠”
8月5日8时40分，长沙世贸广场，“蜘蛛人”顶着烈日，在调试大楼外墙

的泛光照明灯具。近期长沙持续高温，高空特种作业人员采取调整作业时间
等措施，坚守岗位，美化亮化城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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