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通
讯员宋莉萍、孔抒帆摄影报道：今
年 40 天的超长版“三伏天”昨日
正式开启！ 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

“大戏”———岭南传统天灸， 也在
“头伏”这天拉开序幕。 在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广东省中医
院，昨日“头伏”有超 5000 人排队
参加天灸（见下图）。 与往年相比，
今年采取预约制限制人流量，穴位
也因应疫情防控做了相应调整。

据了解，自 1984 年大规模开
展岭南传统天灸疗法以来， 每年
天灸人次均达 20 余万。广东省中
医院的天灸现场， 每年都被围得

水泄不通，排队“人龙”年年“打蛇
饼”（绕圈排队法）。

今年由于疫情防控原因，采
取预约 + 人流量限制措施。 预约
限额 5000 人，不熟悉网络预约的
老年人， 则可现场排队参加。 16
日早上 9 时 30 分正式开始的天
灸，7 时多已有市民在现场排队。
医院在户外广场设置了遮阳棚与
大风扇，9 时过后，分段排队人龙
已经排至医院门口。

“与往年相比，今年有更多老
人和小孩来参加天灸。 主要是受
疫情影响， 希望增强机体抵抗
力。 ”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李
滋平接受记者采访表示， 今年由
于疫情， 广东省中医院选择了更
多补气健脾为主的穴位， 例如足
三里、三阴交、关元、气海、大椎等
穴位，帮助增强大家的抵抗力，补
足阳气。

李滋平特别提醒， 两岁以下
小孩不建议进行天灸， 因为皮肤
娇嫩容易烫伤。 而老人家则控制
在 50 分钟左右，不超过 1 小时。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通讯
员穗环宣报道：16 日， 记者从广
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 广州生
态环境领域“放管服” 改革再出
“大招”， 近日，《广州市豁免环境
影响评价手续办理的建设项目名
录（2020 年版）》（下称《名录》）正
式印发实施，共 30 个行业、89 类
项目列入《名录》，在广州市辖区
内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也无需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
续。 相比上一版名录， 本次获得

“豁免”的项目数量大幅增加。
据悉，最新版《名录》豁免管

理适用范围包括食品制造业、纺
织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
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
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环境
治理行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
行业、社会事业和服务业、水利行
业、交通运输、管道运输业和仓储
业等 30 个行业、89 类项目。

其中，社会事业和服务业 16
类，数量最多。 包括学校、幼儿园、
养老院、餐饮娱乐场所、公园、纪
念馆、展览馆等，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原
来应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现
在都无需再办理环评手续。

此外，交通运输、管道运输
业和仓储业 10 类，城市道路、等
级公路、桥梁隧道的维护、大中
修等也无需再环评。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15 日下午， 位于广州市天河
区的车陂涌， 被发现出现较多死
鱼。 至 16 日傍晚，死鱼仍未打捞
干净。 16 日晚，记者从天河区河长
办获悉，鱼群死亡初步判断和鱼群
缺氧有关。

16 日傍晚，记者在车陂涌中
海康城花园对出河段看到， 在河
涌中间浅滩处，散布着一些死鱼；
靠近中海康城花园岸边， 也可见
死鱼“躺”在浅滩。记者到访时，车
陂涌上游仍有死鱼向下游漂。 记
者在现场看到， 车陂涌河水总体
清澈， 但部分河段漂有黑色泥状
物。记者用鼻子细闻，可感到中海
康城花园对出的车陂涌， 有轻微
异味传出。

“目前打捞上来的死鱼已超过
一千斤。”一名参与死鱼打捞的环卫
工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 截至

16 日傍晚，当地环卫部门仍在努力
清理死鱼，尽快恢复车陂涌景观。

16 日晚， 记者从天河区河长
办获悉， 车陂涌突发鱼群死亡，初
步判断和鱼群缺氧有关。 据悉，近
期广州地区一直未降雨，车陂涌河
涌水量偏少，同时天气炎热，持续
高温，河涌水体水温较高，水体溶
氧含量降低，导致鱼群缺氧。 16 日
凌晨又恰逢退潮，进一步减少了下
游感潮段河涌水量， 使 15 日已出
现的部分鱼类缺氧死亡现象加剧。

为缓解缺氧问题，天河区河长
办表示将充分利用车陂涌流域内
小型水库、 塘坝等对车陂涌进行
补水，通过合理调度，保证车陂涌
生态流量和生态水位； 进一步做
好涌口水闸调度， 尽量降低退潮
对河涌水体含氧量影响； 做好河
涌巡查以及流域内尾水排放口监
测，避免污水偷排影响河涌水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通
讯员樊茜瑜、李岚报道：近日，广
州市的学校陆续计划放暑假，广
州地铁暑运模式也即将开启。 据
广州地铁预测，今年暑运期间，线
网日均客运量将超 800 万人次。

广州地铁透露，在暑运期间将
重点提升中、低峰运输能力。其中，
地铁一、二、三（含北延段）、五、六、
八号线及广佛线中、低峰期分别增
加 1～11 辆列车上线， 预计该时
段运能将提升 7%～43%。

此外，高峰时段部分线路的
运力也将同步提升。 其中，地铁
三号线 （含北延段 ）将延长高峰
时段，并且在周六日晚高峰时段
增加 7 列上线列车；二十一号线
工作日早高峰转峰期，额外加开
一列员村至水西小交路列车；六
号线、广佛线在高峰期计划增加
2～3 列上线车， 同时六号线小
交路折返点由长湴调整至黄陂
折返，进一步加密“黄陂至长湴
段”行车间隔。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华报
道：记者 15 日从广东省住建厅获
悉，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指导
下，广州市作为全国 13 个政策性
租赁住房试点城市之一， 其建设
的穗和家园项目近日在全国率先
获得中国建设银行首笔政策性租
赁住房贷款 825 万元， 年贷款利
率为 4.2%。

2019 年 12 月 25 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印发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工作试点方案
的函》， 决定在广州、 深圳市等
13 个城市开展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试点工作，试点推行政策性租
赁住房。

2020 年 1 月 20 日， 广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了《广州

市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试点方
案》，并通过筛选试点项目，细化
支持政策， 充分挖掘住房租赁企
业现有项目， 积极推进新建项目
前期工作， 探索住房公积金支持
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 启动政策
性租赁住房系统平台建设等一系
列措施， 积极开展政策性租赁住
房试点工作。

5 月 9 日， 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的见证下， 中国建设银行与广州
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明
确未来 3 年向广州市提供不少于
500 亿元的贷款， 专项用于支持
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 建行广州
分行与广州市 8 家国有和民营住
房租赁企业签订了《支持发展政

策性租赁住房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获得 825 万元贷款支

持的穗和家园项目，位于白云区
穗和东大街，是广州市外来人口
最集聚的区域之一， 临近地铁
口，建筑面积约 7000 平方米，共
130 套房源， 主要面向周边青年
打工一族，项目采用两权分离模
式运营。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豪，通
讯员钟燚、焦婵娟报道：16 日，广
州黄埔区萝岗街召开萝峰社区决
胜旧村拆迁任务攻坚动员大会，
吹响两年完成旧改任务的号角。

根据《萝岗街决胜三年完成
旧村拆迁任务攻坚行动方案
（2020-2022）》，今年年底前，萝
峰旧村改造项目将完成拆除
52.40 万 平 方 米 ， 累 计 拆 除
76.98 万平方米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拆除 13.02 万平方
米 ， 累计拆除 90 万平方米 ，
100%完成萝峰项目拆除任务。

动员大会现场，萝峰社区村
民钟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早在去
年 5 月就已签约，并发动身边的
亲戚朋友配合改造工作。“改造
以后， 老人在社区就能看病，孩
子在社区就能上学，而且回迁房

的质量也很好。 ”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村总体

签约率达 95%， 签约 3306 栋，
拆除 1300 多栋， 二期复建区地
质勘察施工也已启动。

根据《萝峰旧村改造实施方
案》， 萝峰社区改造总用地面积
79.44 公顷， 建筑面积 236.53 万
平方米，将建设一个集优质生活、
休闲购物、娱乐康体、自然生态、
科创办公于一体的城市更新改造
项目。“其中约有 95 万平方米是
给村民的回迁房， 约 30 万平方
米是将来的村集体物业， 作为一
种商业形式存在， 将来会给村民
带来固定收益。 ” 星河湾萝峰旧
改项目总经理付强说，此前，萝峰
社区集体物业只有约 1.6 万平方
米，无法产生太多收益，改造后这
种情况将会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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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鸣说， 港珠澳大桥连接粤港澳
三地，全长 55 公里，是世界最长的跨
海大桥工程。 建设者用了 15 年建成了
这样一座世界级的工程。

那么，建设这样一座大桥，桥梁工
程师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林鸣说， 首先要为大桥选择一个
桥型，有四种桥型可选：桥梁、斜拉桥、
悬索桥、拱桥。 其中，斜拉桥和悬索桥
适用于比较大的跨径， 拱桥和桥梁相
对跨径要小一些。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建造标
准。 林鸣介绍说，建造标准有很多，包
括通行量、通行速度、设计的寿命、抗
风、抗震、抗撞等。 从未来大跨径桥梁
的发展角度来看， 抗风的问题越来越
具有控制性， 因为风会导致桥梁的振
动，振动会决定桥梁跨越的能力。

第三个问题则是全寿命的成本。

全寿命的
成 本 ， 简
单来说， 就是要考虑桥梁在整个生命
期中，建设、运营、维护的成本。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桥梁的绿色可
持续问题。

林鸣举例说， 南京长江大桥当年
是举全国之力建设的著名工程， 但是
当时在进行大桥设计的时候， 长江上
通航的船只最多不超过一万吨， 发展
到现在， 数万吨的船只也有在长江上
航行的需要，因此，南京长江大桥的高
度就限制了长江航运能力。

第五个问题则是工程的美学和景
观。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
个重要工程， 都希望它能够具有独特
性，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工
程的景观也是工程师需要考虑的重要
问题。

林鸣说， 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
除了那些标准、景观的问题，还重点
考虑了通航能力，因此，沿着整个 55
公里的桥梁，在珠江口、海面上，一共
设置了四个通航孔。 同时，大桥的建
设，也考虑到了对香港机场的影响。

另外，由于珠江口有中华白海豚

保护区，所以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
还要兼顾大桥建设和白海豚的保护，
以及珠江口的水环境。

港珠澳大桥也成为我国第一次
采用 120 年的标准建设的工程。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最有特色的
就是它的主航道设计。 在靠近香港机

场边的主航道位置，采用了 6.7 公里
的沉管隧道，也叫做岛隧工程。 为了
解决这个隧道的建设难题，大桥的工
程师们在两端设计了两个人工岛。 从
珠海出发通过桥梁，桥梁通过人工岛
进入隧道，然后再通过人工岛进入香
港那一侧的桥梁，实现桥隧的转换。

那么在海上建桥和在其他地方
建桥有什么不同？

林鸣说，要“敬畏自然”。
“我们得循着自然规律去进行工

程的安排。 整体的思想就是尽量减少
或者避免海上作业。 具体的就是把海
上的工作变成岸上的工作，所以现场
的工作变成了工厂的制造。 通常工地
上现浇完成的这些事情变成整体的
安装，这就叫做‘大型化、工厂化、标

准化、装配化’。 ”
譬如，港珠澳大桥有 200 多个桥

墩，在中山的预制工厂中，把桥墩做
好， 再将上千吨的桥墩运到现场，用
大型的浮吊进行安装。

为了完成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的沉管隧道 ，特意在珠海桂山岛建
设了一个大规模的预制工厂。 在安
装过程中，运用卫星定位系统和信
息化系统、 智能安装系统， 将控制

信息传输到海上作业现场。 整个安
装作业过程不需要水下作业， 在控
制室就可以完成。

林鸣说，大桥人工岛的建设中采
用了一个量身定造的方案，叫做深插
钢圆筒快速筑岛。 钢圆筒的直径有
20 多米， 面积比一个篮球场的面积
还要大，高度最高的有 50 米。这样的
钢圆筒在上海制造，然后通过海上的
运输到现场来搭建。

而在大桥的美学上，对于九洲航道桥部
分采用了风帆形的塔形，寓意“扬帆远航”，
江海直达船航道桥用的是海豚塔，寓意“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而青州航道桥用的则是
中国结，寓意“三地同心”。 人工岛则是蚝贝。

另外，桥梁岛隧工程还采用了很多区域
性文化的因素。 人工岛上建筑的风格，就采
用了粤港澳地区的骑楼元素，而在桥头，还
考虑了青铜器的元素，专门设计了四个青铜
制品，其含义不仅是感谢七年来建设者们的
奉献， 同时也是希望大桥在未来的 120 年
里，一直平平安安。

对于参加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一个体会，
林鸣总结说，第一个体会是，建设这样一个
工程需要知识和智慧， 第二则需要健康的
身体，建设者们没有健康的身体，就完成不
了这样重大的建设任务。 而在建设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曲折和困难， 所以格外需要意
志和毅力。 最后一个体会则是，在整个建设
过程中，乃至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要保持
一个积极的心态。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程师林鸣：

海上建桥要“敬畏自然”
A工程师要考虑五方面问题

B 大桥主航道设计最具特色

C 海上建桥要遵循自然规律

D美学上采纳区域文化因素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有着怎样的故事？ 近日，
由广州市科技局、广东科学中心、羊城晚报
社联合主办的珠江科学大讲堂第 73 期，邀
请了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

总工程师林鸣，讲述港珠澳大
桥建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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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菜心 9.82
矮脚白菜 8.51
生菜 8.6
菠菜 12.1
油麦菜 7.34
西红柿 9.17
芥兰 10.33

红萝卜 6.5
水空心菜 7.0
青皮冬瓜 4.47
青瓜 7.31
青豆角 11.71
土豆 6.94
黄鳝 63.27

鲫鱼 23.86
鲈鱼 40.69
冻排骨 50.46
精瘦肉 71.13
五花肉 60.13
鲜牛肉 106.2
生宰光鸡 39.13

穗和家园获全国首笔
政策性租赁住房贷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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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环评审批豁免名录正式印发

城市道路大中修无需再环评

黄埔萝峰旧改签约率已达 95%
明年 6 月底前完成全部拆除任务

暑运来了！
广州地铁多线路将增开列车

超长版“三伏天”来了！
不少市民昨日前往省中医院贴天灸

广州车陂涌现大量死鱼
天河区河长办：初步判断鱼群死亡和缺氧有关

记者探秘海珠湿地公园三期：

四季有花 处处有景

翩跹的蝴蝶、
清脆的鸟鸣、挂满
枝头的龙眼、株株
挺立的荷花……
乘坐电瓶车漫游
位于小洲东路南
北两侧的海珠湿
地三期，仿佛进入
了闹市中的世外
桃源。 16 日，广州
市海珠湿地三期
建成开园，湿地三
期如何建成？ 怎么
游览？ 羊城晚报记
者走进园区一一
为你揭晓。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修复
果树抽疏，死水变活

如今的海珠湿地三期，设置
果树研究区、科普拓展区、昆虫
观赏区等，是集农业保护、果林
湿地展示、自然科普、湿地保育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湿地农业
保护示范园区， 供开展科研、监
测及科普宣教，与 8 年前的它有
翻天覆地的变化。

湿地具体是如何建设的呢？
海珠区住建局园林景观科工程
师黄文超介绍， 在果树方面，三
期保留原有蕉林、龙眼树等优良
果树， 抽疏或改造部分老化、长
势较差的果树， 新增了葡萄、杨
桃等果品，发挥果林绿色核心生
态效应。 在水质方面，疏浚淤塞
渠道，连通湿地三期范围内 3 条
主要河涌， 加设 3 个水闸、4 个
水窦， 利用水闸水窦调水补水，
达到内外水循环，形成生态净水
系统，使死水变活水，并配植以
四季常绿矮型苦草为主的沉水

植物，改善和提升湿地水质。 生
境方面，更换土壤与配置不同植
物，以常绿植物搭配开花植物分
层种植， 其中内侧种植秋枫、细
叶榕树等常绿植物， 外围种植美
丽异木棉等开花植物，降低噪音，
打造生态景观带；利用荒废鱼塘、
蕉林、菜地，打造湿地滩涂、浅滩
等， 增种适宜鸟类觅食的农作物
品种…… 据了解，在一系列修复
与改造后，目前三期水质清澈，由
原劣Ⅴ类提升至Ⅲ类以上， 甚至
出现了萤火虫等物种。

由于属于核心保育区，湿地
三期暂不能大规模接待游客，但
17 日起即针对有科研监测、研
学需求的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团
队实行有限预约入园，并将不定
期面向社会公众推出湿地夜观、
自然探究等颇受亲子家庭欢迎
的自然教育体验课。

观景
四季有花，古色古香

黄文超告诉记者，三期大约

只有 1/4 是完全保留，其他都进
行局部改造， 在修复的基础上，
运用岭南园林造景布景手法，结
合植物季相属性配置不同时节
的开花植物， 形成四季有花、四
季有景，四时风光各不同的景观
特色，并因地制宜增加了亭台楼
阁、廊桥、拱桥、船舫、石栈道等
的建设， 游园路线约 4.3 公里。
其中，“紫玉晴川”主要配种玉堂
春、樱花等开花乔木，盛花期为
2 月；“黄花金雨”主要配种黄花
风铃木， 盛花期为 3-4 月；“芙
蕖香远”主要配种十多类品种的
荷花、睡莲，盛花期为 5-9 月；
“蓝楹烟树”主要配种蓝花楹，盛
花期为 5-6 月； 桂香回廊主要
配种四季桂，四季都会开花；“美
人花境” 主要配种美丽异木棉、
大腹木棉，盛花期为 10-12 月。

此外，为了让市民游客更好
享受三期的生态成果， 园区内
建设了多座极具岭南建筑风格
的亭、廊、水榭，游人置身其中，
凭栏而坐，美景满目，好不怡然
自得。

林鸣

16 日，海珠区海珠湿地三期建成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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