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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观察 用热爱城市的心说话

新闻热线：024-96128

沈今年启动二环“南移”
工程
东线：
建东一环、
长青街快速路
西线：
胜利大街快速路；
沈辽路、
南阳湖街节点互通工程
南线：
浑南大道快速化改造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未
来，您开车从东一环快速路拐入长青街快速
路，通过“加宽版”
的长青桥，
再走浑南大道，
最后通过胜利大街快速路驶回南二环，这样
走一圈就实现了二环
“南移”
的路线。
目前，沈阳二环“南移”的一系列工程已
经全面展开，
如果进展快速的话，
预计明后年
就可以初见效果。
昨日，沈阳市城建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描绘了未来沈阳二环
“南移”
的方案。建
成后，
将缓解浑南地区交通压力，
让浑河城市
段彻底成为沈阳城市内河。
沈阳二环路，
市民又俗称
“大二环”
，
为沈
阳市区内重要交通干线。
近年来，
沈阳市逐步
对二环全线进行了快速路改造。
其中，
东、
西、
北三面均为高架快速路，
桥
上为双向6车道快速路，
桥下为双向6~8车道
的地面道路的双层交通。
但目前，南二环却处在浑河北岸的大堤
路上，
仅为双向6
车道快速路，
不但难以承担地
区主干线压力，而且对改善浑南地区交通状
况，
效果也不甚明显。
而南二环车流量较大，每天早晚高峰时
段经常在部分路段出现行车缓慢的情况。
另外，二环“南扩”
，将浑南区揽入主城
区内，让浑河彻底成为沈阳的内河，构建“一
河两岸”的主城区。

东线：
长青街、
航空西路、
津桥路附近设一组上下桥匝道
二环
“南移”工程东部主要是建设东
一环快速路、长青街快速路等。
目前，正在建设的东一环快速路工
程位于沈阳城区东南部，南起长青街路
口南侧123米处，北至沈海立交桥区间，
同步改造沈海立交桥北侧引道与北海高
8公里。
架桥南侧引道的连接，全长约3.
5米，高架桥标准段为双
桥面宽度为23.
向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还分
别在长青街、航空西路、津桥路附近设置

一组双车道上、下桥匝道，匝道宽度为
8.
25米，每条单侧匝道为单向2车道，一
组为双向4车道。
“二环”南移“与东一环快速路有何
关系呢？”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疑问。
据了解，未来随着东一环快速路建
设完成，沈阳车辆从东一环快速路拐到
长青街快速路，再通过长青跨浑河桥后，
至浑南大道，向西至胜利大街快速路再
回到二环快速路上。

这条线路就是二环“南移”后的线
路。
除东一环快速路外，今年沈阳还将
开工建设长青街快速路，该路起点为一
4千
环路，
终点为浑南大道以南，全长约5.
米。
竣工后，车辆通过东一环快速路左
转互通至长青街快速路，通过“加宽版”
的长青桥后，直接连通至浑南大道，实现
二环
“南移”的东部路线。

西线：
今后沈辽路和南阳湖街将实现互通
按 照 有 关 计 划 ，二 环“ 南 移 ”的 西
部工程中，正在建设胜利大街快速路
工程。
此外，沈阳今年还将实施沈辽路、南
阳湖街节点互通工程，该工程建设内容

包括高架桥梁、地面道路改造、排水改
造、照明工程、绿化、交通附属设施、排迁
工程及隔音屏等。
工程高架桥上为双向4车道，桥下双
向8车道，预计年底完成桥梁墩身施工，

全部工程将于明年年底竣工。
通车后，沈辽路和南阳湖街将实现
互通，市民驾车可直接从目前的西二环
到南阳湖街，再从南阳湖街直通浑南大
道。

南线：
浑南大道取消部分信号在南京街、
胜利大街建立交桥
南二环的车辆通过东、西部的三条
线引入浑南大道后，在南部的浑南大道

还将进行快速化改造。
据了解，在关键的浑南大道上，快速

男子游玩坠崖 消防救援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3月11
日11时22分，抚顺消防支队抚顺县中队接
到指挥中心命令，位于抚顺县后安镇三块
石景区附近山上有一名男子不慎坠崖，急
需救援。接警后抚顺县中队出动一个抢险
救援编队2车10人，赶往现场。
行驶途中，中队通讯员积极联络报警
人了解现场情况，以便制定救援方案，同
时联系公安医疗等社会联动部门赶往事
故现场。到达现场后，中队指挥员了解
到，该男子为驴友，游玩时不慎坠崖，目
前头部受伤，无法行动，气息微弱，需要
紧急救援。
待中队指挥员下达命令后，救援小组
立即携带安全绳、多功能担架等救援装备
沿着陡峭的山崖向山顶进发，虽然路况不
佳，行进困难，负重较多，但参战官兵丝毫
不敢休息。
消防人员与社会联动部门合力将被困男子救下
■消防供图
到达山顶后，中队官兵立即采取措
持清醒意识。
合力将被困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并与
施，一边快速地为男子固定，一边用衣物
14时22分，参战官兵与社会联动部门 120急救中心进行了妥善交接。
将其包裹取暖，同时大声呼喊，使男子保

路改造工程将在南京街、胜利大街建两
座立交桥。此外还将取消部分信号灯。

■相关新闻

拟开通
浑河北岸二环东西快线
浑河
“环路”
两条公交
除建设快速路之外，
在推进二环“南移”过程中，
今年
沈阳还将竣工中央大街跨浑河桥、
东塔跨浑河桥等跨河通
道建设。
据了解，城区东部的东塔跨浑河桥北起沈水东路、
南至浑南祝科街，建成后将方便浑南东部与浑河北岸的
东塔、
方家栏、长青等地区的跨河交通。
城区西部的中央大街跨浑河桥北侧连接铁西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央南大街，跨越浑河后南侧与规划
的中央大街南延长线相接，建成后，市民开车从铁西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到苏家屯区仅需3分钟。
同时，有关部门计划在浑河沿岸设置两条公交专
线，一条沿北岸现状二环路设置东西快线，起点于洪新
城，终点长青街。
另一条为连接南北岸的环形快线，在长青桥与胜利
桥之间成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和平区教育“创城三字经”39所学校在行动
卫生城，
环境靓；花草艳，
树成行。和平区教
育编写了“创城三字经”受到学生们的喜爱。3月
12日，和平区教育系统“小手拉大手，创城在行
动”主题系列活动在全区39所中小学全面展开。
当日上午，和平区各中小学同时召开“小手
拉大手，创城在行动”主题升旗仪式活动。在南
京一校长白二分校，
“创城三字经”，在孩子们的
嘴里竞相传诵，并从这里传向所有校园，传向每
一位居民。在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教育集团滨
河湾分校，正在进行着一场踊跃的签名仪式，孩
子们将自己的名字郑重地签写在宣传条幅上。
在沈阳市铁路实验中学，正在进行着一场演讲，
他们通过演讲将创城的倡议向全区发布，让创
城工作深入人心。
据介绍，寒假期间，和平区教育系统利用公
益日活动，发动万余名学生、教师及家长，走进
50余个社区，开展“亲子进社区，共创卫生城”公
益清扫活动。
和平区教育局局长王斌指出，未来和平区
教育系统还将通过将“创城三字经”改编成“创
城三字歌”，以最通俗、最易懂的方式，在学生
中传唱，并与家长共同唱响创城宣传的最强音。
开展“创城微能量，凝聚大力量”活动，充分利

用家长微信群、QQ群等网络媒体，倡导学生与
家长一起宣传“三城联创”的意义，学习食品安
全常识、卫生常识等知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
开展“创成故事会”，依托“家风家教”主题宣传
活动，宣扬在“三城联创”工作中涌现的好人、
好事、好家庭。开展“创城小卫士”活动，号召学
生每周走上街头、走进社区，走进社区捡拾白
色垃圾，打扫公共卫生，清理街道、楼梯小广
告，以学生的行为影响家长，将学校教育逐步
延伸到家庭、社区。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张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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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沈城双色球头奖大盘点（一）

在过去的2017年里，
“彩市航母”双色球
为彩民送去了众多惊喜，全年共有14注一等
奖花落沈城，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14
注双色球一等奖。

不错，去年我中过一次5+1，也就是3000元钱，
和一等奖就差了一个号，我选的是08开的红
球是02，当时觉得非常遗憾，不过这次终于让
我实现了中头奖的愿望。”

成了07。
“就是突然觉得07顺眼，便把第1注蓝号
改成了07，没想到竟然让我收获了一等奖，这
个决定真是太明智了。”
王先生笑着说道。

第一注：
最心满意足的中奖者
——
—曾经和大奖失之交臂

第二注：
最幸运的中奖者
—临时改号收获6
——
24万元头奖

第三注：
最淡定的中奖者
—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

1月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7004期开奖。当期的红球号码为05、
13、
17、26、27、30，
蓝球号码为07。开奖后，沈
阳彩民王先生（化名）凭借一张10元自选票，
中得1注一等奖，奖金594万元。
王先生介绍说：
“我购买双色球已经10年
的时间了，我大部分都是采用自选投注，但是
你要问我选号的心得，那就是瞎蒙。我每次来
到投注站，都是看看走势图，了解一下近期的
开奖号码，然后根据自己的感觉，编写5组号
码投注。虽然没什么技巧，但是我的运气确实

3月5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7025期开奖。当期的红球号码为02、
15、16、
17、
22、
32，蓝球号码为07，奖金624万
元。开奖后，沈城头奖开出“双响炮”。
当期其中一位中奖者王先生（化名）兑奖
当天是与父亲一同前来。
“我爸平时就喜欢买
双色球，我中了这么大的奖，当然要带他来沾
沾喜气，
跟着高兴一下。”王先生表示，
这次他
差点与头奖失之交臂，
多亏临时改了蓝号。
原来，此前蓝号他更看好16，但打票前，
突然觉得07不错，便把其中1注号码的蓝号改

双色球025期另一位中奖者张先生 （化
名）是在自己生日来临前收获的头奖。“可能
是我快过生日了，所以运气格外好，这也是福
彩送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张先生告诉工作
人员，自己的中奖秘诀，除了幸运外，还有贵
在坚持。
“我买彩票10年，几乎期期不落。一开始
完全机选，后来就先机选5注，再每注号码改
上1到2个。像这次的中奖号码里，17和22就是
我自选的，但不管怎么改号，我觉得坚持始终
是最重要的。”

第四注：
彩龄最少的中奖者
—购彩不到1
0次就斩获头奖
——
3月1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7031期开奖。当期的红球号码为06、
10、16、26、
27、29，蓝球号码为03。开奖后，沈
阳彩民马先生（化名）凭借一张4元机选票斩
获1注头奖，奖金545万元。
545万元”，单单这四个
“4元、2注、机选、
词，足以让人羡慕马先生的运气。然而，更让
人想不到的是，这次是他在2017年的第二次
购彩，也是人生中的第一个彩票奖。
马先生笑着说：
“ 我买彩票一共不到10
次，之前一次也没中过。今年只买了两次，上
次是过年前，
为了图个好彩头。这次是路过彩
站，刚好买完烟找了4元零钱，就进去机选了2
注。想不到人生中的第1次彩票中奖，就是500
多万元的大奖。”

第五注：
最惊险的中奖者
—弃奖票中找回8
79万元大奖
——
4月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2017038期开奖。当期的红球号码为01、
04、08、
13、24、27，蓝球号码为05。开奖后，
沈
阳彩民董先生（化名）凭借一张10元机选票收
获879万元奖金。
有趣的是，这注头奖差点儿就成了弃奖。
“真悬啊，还好没把彩票扔了！”董先生心有余
悸地说。
原来，董先生有个习惯，常把没中奖的彩
票攒到一起扔掉。“我把彩票买回来后，随手
和往期的放在了一起。我妻子收拾屋子时，
本
来要扔掉的，我突然想起里面有没兑的，便告
诉她再查查。”董先生笑着说，要是不小心弃
奖了，他肠子非悔青了不可。
华商晨报 李月 通讯记者 张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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