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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挡两年，湘雅路将暂别
“
昔日繁华”
长沙地铁6号线文昌阁站即将动工，湘雅路本月底开始围挡，施工期间仍可通行
本 报 10 月 12 日 讯 近
日，一篇名为《湘雅路再见，
倒计时》的网帖得到广泛传
播，发出不到两天即迎来十
万点击，不少人在其下留言
讲述与湘雅路发生过的故
事。 为支持长沙地铁6号线
文昌阁站的施工，本月29日
起，黄兴北路与蔡锷路之间
湘雅路两侧将被围挡起来，
进入两年的建设期。

沿线开始清仓甩卖
“门店即将拆迁，全场清
仓大减价。”10月12日， 长沙
阴雨、街上清冷，湘雅路两侧
店里， 不时有喧闹的喇叭声
传出， 店前悬挂着的红色横
幅上，写满了征收宣传语。
黄兴北路以东的长约200
米湘雅路两厢，布满了数十个
面积大小在20平方米左右的
门面， 售卖的产品从睡衣、皮
鞋、精品女装，到奶香蛋糕、水
果与浏阳蒸菜等，式样丰富。
在这些店面中， 最久远
的当数四妹粉店，追溯起来，
这家粉店已开了近30年。正
值中午， 老板贺国旗一边熟
练地下粉、捞粉、加码，一边
介绍说顾客以周边医院及学
校的为主。 人流量多加上老
主顾光顾， 让他的店里一天
平均可以卖掉三四百碗粉。

本月底开始围挡
在湘雅路与二马路口 ，

已经有一块场地被蓝色围
挡围起来，本月底，同样的
蓝色围挡将布满两厢店铺
门前。
为配合长沙地铁6号线
建设， 文昌阁站所在的湘雅
路一段即将迎来征收， 征收
范围具体西起黄兴北路，东
至蔡锷路， 南北及湘雅路两
厢。
黄兴北路棚改征收指挥
部湘雅路分部工作组副组
长黄毅介绍， 征收在9月25
日全部公告发完后启动，涉
及54户。
根据安排， 征收签约期
限将截至12月23日， 到本月
底时，地铁6号线湘雅路段即
将全部围挡作业， 作业人员
也将对拆除和施工环境进行
综合整治。
10月12日，长沙市湘雅路（蔡锷路——
—黄兴路段），该段街道两侧挂满了动员拆迁的横幅。

记者 田超 摄

建设期间湘雅路可通行
湘雅路段的征收， 是为
支持地铁6号线文昌阁站建
设。长沙地铁6号线中心城区
段西起文昌阁，经烈士公园、
省政府、人民路，东至东屯渡
万家丽路，全长约8.4公里。
地下三层的文昌阁站位
于湘雅路地下， 共有四个出
入口，根据要求，出站口已经
开始围挡施工。
建设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 通过提前做好的交通疏
解方案，文昌阁站建设期间，
将保证湘雅路可通行。
■记者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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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怀旧，很多人不舍
湘雅路街道在1953年设立， 名北站路街道，2006年
时，更名为湘雅路街道。
1934年， 二马路在铁佛东街的基础上修建而成，长
210米，是长沙市第二条马路。1934年，长沙北门外修碎石
马路，北大马路（即今湘雅路）从河边修筑到湘雅医院。
网文下方的评论栏，多人开始了怀旧，有人曾只身一
人来湘雅路上求学，有人曾在这里兼职，有人在这里吃了
来长沙的第一顿饭……
网友“兰兰” 走了三年的路，每天从二马路上车去韭
菜园上班，早上都会很堵，下班也很堵，回来经常在湘雅
医院就下车了，从湘雅路那头走到这头，路边的蒸菜馆、
水果店、粉店、鞋店、包子店、内衣店总会有那么一两家让
自己进去逛逛吃吃，虽然不在长沙了，但会永远记住那个
让自己停留三年的城市以及街道。
网友“我是姐姐Luck-Qin” 大学实习在湘雅，实习
完留在湘雅，科室就靠湘雅路，一待就是近八年，因为家庭
不得不离开我爱的单位来到另一个城市就业，如果湘雅路
没了，N年后回长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网友“大漠深处” 作为在湘雅求学的北方人，那家梅
林饺子馆还是必须提到的，旁边是家泡菜馆，还有不得不
提四妹粉店，我在长沙的第一餐，其实，食物传达了我们
的情感，怀念湘雅路的日子，怀念长沙！
网友“小五” 变新更旧，为的是城市的建设，群众的方
便，只是那段老的记忆只能放在脑中慢慢回忆，子孙也只能
从书本画面，长辈的口述当中了解当年的湘雅路、二马路的
故事了。怀旧，真的怀旧，老街的民俗民风真的找不到了。

湘北入秋10天，气温接连跳水
长沙最晚到的秋天：较常晚一周 本周气温偏低，雨日较多
本报10月12日讯 本周湖南
气温偏低， 湘中以北大部地区都
将达到轻度寒露风标准， 雨日偏
多，但降雨不强。10月2日开始，湘
北地区（包括长沙在内）已正式入
秋。 今年长沙入秋时间较常年来
说，正常略偏晚一周。
“30.3℃ 、22.7℃ 、14.9℃ ” 从
10日开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岳

阳华容最高气温一跌再跌， 两天
之间降温达15℃多， 省内其他地
区也是降温明显，北风冷雨，不少
市民翻箱倒柜找秋衣。
省专业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
晓春表示， 今年10月2日开始，湘
北地区（包括长沙在内）已经正式
入秋。 长沙今年入秋时间较常年
来说，属于正常略偏晚，常年长沙

环境违法！
前8月长沙开2495万元罚单
本报10月12日讯 加工厂污
染环境、私设暗管偷排、非法从事
危险废物经营……昨日， 长沙市
环保局对外通报了今年6起环境
污染查封扣押案件。 据悉， 今年
1-8月份， 长沙市环境违法案件
立案990件， 占全省立案总数的
27.9%;处罚金额约2495万元，占
全省总处罚金额的18.88%。全市
环境违法重大案件数202件，占全
省重大案件总数的20.4%； 长沙
市查封扣押案件数104件，占全省
查封扣押案件总数的27.95%；长
沙市停产限产案件数22件， 占全
省14个市州停产限产案件总数的
13.2%。

连线

今年3月6日， 开福区环保局
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时发现湖南
快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办理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在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街道
高源村收集、贮存废旧电池。执法
人员依法对现场查获的40吨废旧
铅酸电池实施了查封， 并对该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5月20
日，依据相关规定，开福区环保局
对湖南快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作
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
倍罚款 （共计人民币42099.2元）
的处罚决定。 现场查获的危险废
物已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
妥善处置。

望城一塑料厂被查封后自行关停搬迁

8月28日，望城区环保局执法
人员接群众举报， 反映望城区白
沙洲街道腾飞村有一家塑料加工
厂在 生产 过 程中 散发 出 刺 鼻 气
味，污染周边环境。执法人员火速
赶赴现场调查，走访周边群众，核
实举报情况。
经调查，被举报对象为长沙市
望城区超群塑料泡沫加工厂，该公
司主要从事塑料和泡沫制品加工，

主要原材料为废旧塑料，有一条生
产线，未办理任何环保手续，有简
单处理设施，加工过程中有刺鼻气
味产生。望城区环保局依法对该公
司生产设施设备予以查封。
9月29日，望城区环保局执法
人员对该单位进行了现场环保后
督察。经核实，该单位已自行关停
■记者 和婷婷
搬迁。
实习生 何媚 通讯员 钟晗

入秋时间在9月26日前后。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湖南气
温偏低， 湘中以北大部地区都将
达到轻度寒露风标准， 雨日偏多，
但降雨不强；12日大部地区有小
雨，13-14日省内天气相对较好，
湘北有弱降水，15-18日大部分地
区仍有小雨。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李伟珍 通讯员 谭萍

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形象展示大赛举行复赛

30位选手角逐
十佳“金牌讲解员”
本报10月12日讯 今天，
—湖南
“
红色潇湘·薪火相传”——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喜迎党的
十九大形象展示大赛在长沙举
行复赛，有30位优秀的讲解员从
初赛脱颖而出，进入复赛环节。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民政厅、省文化厅、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省委党史研究室、省
文物局联合主办。 活动旨在全
面推进我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建设管理和讲解员教育培训工
作， 拟评选出湖南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十大“魅力场馆”和十
佳“金牌讲解员”。
据悉，此次大赛自今年7月
正式启动以来，共有47处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72位讲
解员参与比赛。
复赛现场， 参赛者们慷慨
激扬地讲述着革命英雄故事，传
播红色基因，赢得了现场听众的
热烈掌声。复赛经过专业知识测
评、主题讲解、才艺展示三个环
节的角逐后， 总成绩排名前15
位的选手将进入到总决赛。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李伟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