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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下午， 雅礼中学校交响乐团与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舞蹈队正在
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出发前的排练。受日本鹿儿岛市政府邀请，两支团队作为长
沙市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赴日参加第十三届“鹿儿岛亚洲青少年艺术节”。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通讯员 杨梦莹

本报10月14日讯 10月13
日上午7点， 与清晨的宁静不
同，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商贸城
农贸市场内人群熙熙攘攘，各
种菜市交易火热进行。

据悉，经过多年的发展，这
个市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门店
1100多家，以农贸、餐饮、夜宵
为主的综合性大市场， 辐射到
火车站片区、 广电片区等近30
万居民。然而，现在的城市管理
要求和居民群众需求与市场在
规划品质和基础设施上存在较
大的不相适应， 挑战也随之而
来，提质改造迫在眉睫。

举措：
划定商户经营黄线
市场“颜值”升高

“最开始这里到处是鱼塘
和菜地， 后来慢慢演变成了菜
市场，现在又增加了夜市，所以
为了提高市场规范， 我们也采
取了两套策略。”四季美景社区
主任何彬如是说。

据了解，针对白天的菜市，
在规范经营方面， 划定商户经
营黄线， 加强店外经营和流动
摊贩整治力度， 同时对违章建
筑进行拆除；针对市场卫生，增
设垃圾桶、 积极冲洗路面油污
及下水道；在交通秩序方面，清
理闲置占道共享单车， 加强引
导汽车出行，增设停车位。

“针对夜市，也进行划线经
营， 并对夜市经营户发放了经
营户公示牌还签订了经营户承
诺书。同时，夜市经营户安装了
油烟净化器， 并被要求迅速清
理油污并铺好防油垫。此外，额
外配备了停车指导员、2个值班
人员和2个清扫保洁人员。”

挑战：
农民自发聚集形成辐射
30万人口的综合性大市场

“今天周末，儿子和儿媳回

来吃饭，因为这里菜多还便宜，
所以我特意坐公交从锦泰广场
跑过来买菜。”正在挑选大闸蟹
的王娭毑告诉记者。

据悉， 四方商贸城始建于
2003年， 商贸城共计44栋房
屋，一半以上为原先福村、红色
渔场60号令农民安置房屋。商
贸城安置区内菜市场于2007
年由失地农民自发形成， 为安
排失地失业农民自主创业，市
场管理人员均在失地农民中产
生，以居民自治、自我管理、社
区监督的模式进行市场管理。原
规划为四方建材市场，经过多年
的发展，商贸城已经演变成为一
个门店1100多家，影响辐射周边
方圆10公里，以农贸、餐饮、夜宵
为主的综合性大市场。

然而， 随着精美城区建设
目标的提出， 以及城市管理有
关要求的不断提高， 商贸城在
为失地农民带来稳定收益的同
时，也成为文明创建、城市管理
的难点。

展望：
已纳入开福区提质改造计划

记者了解到， 为了从根本
上解决商贸城城市管理问题，
在加强规范整治的同时， 四方
坪街道已经着眼采取长效措
施，力争打造一个便民利民、精
致精美的专业市场。据悉，街道
之前已经聘请有关专业机构对
四方商贸城进行整体设计，并
且积极衔接有关部门， 争取各
方政策和资金支持， 对商贸城
进行整体提质改造。

毋庸置疑， 商贸城的整体
规划提质已是大势所趋， 街道
也在积极筹备。 目前四方商贸
城农贸市场的提质改造引起政
府注意， 且纳入了开福区提质
改造计划。未来，或将有更多资
金和关注聚焦至此， 加快其提
质改造的步伐。

■记者 刘璋景 和婷婷

本报10月14日讯 在这夏秋季
节交替之际，孩子们的呼吸道受到了
气候变化的考验。在湖南省儿童医院，
呼吸科的小患者突然增多了起来。

“白天咳嗽，晚上也咳嗽，在家
休息几天了， 不敢去幼儿园。”4岁
的图图最近咳得厉害，学校都不能
去了，妈妈赶紧带他就医。

“是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呼吸

道疾病,小患者扎堆。”专家解释，
秋天气候变化复杂， 早晚温差大，
呼吸道黏膜的抵抗力下降， 细菌、
病毒可乘虚而入。

其次秋季空气干燥，对呼吸道
的自我清洁很不利。还有，秋季雾
霾天气较夏季增多，对体内的影响
是全方位的。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雅雯

本报10月14日讯 湖南雨水
重返，这个周末“泡汤”。预计周一
湖南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体感较为
湿冷， 公众出行注意适当增添衣
物。从16日开始，降雨自北向南逐
渐减弱停歇。

监测显示，13日8时至14日8
时，全省平均降雨18.8毫米。

15日， 湖南持续阴雨天气，省
气象台预计，15日白天， 湘中以南
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永州、郴州
局地大雨， 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
16日，湘北率先雨停转多云，其他

地区仍有弱降雨。到了17日，大部
地区都将是晴好的天气。

阴雨笼罩下，各地气温普遍在
20℃以下， 预计15日最高气温湘北
17℃-19℃， 其他地区15℃-17℃，
最低气温13℃-15℃。 气象专家提
醒，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公
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 同时，各
地气温偏低，农业方面需注意加强
秋播作物的田间管理，雨水较多的
地区要及时排涝，并做好病虫害的
监测和防治工作。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蒋丹

四方坪有个好去处，白天菜市晚上夜市
菜市划定商户经营黄线 夜市发放经营户公示牌，加装油烟净化器 提质改造已纳入计划

长沙中学生
将赴日演出

孩子日咳夜咳怎么防，教你几招
应注意及时添减衣物，增强体质尤其重要

秋季该如何保护孩子娇嫩的
呼吸道呢？该院儿童医院呼吸二科
主任医师黄建宝和主治医师李林
瑞分别支招。

首先注意及时添减衣物，在早
晚及时增加衣物，而日间气温较高
的时候可予以减少衣物。其次，适当
补充水分。秋季干燥，给孩子适当吃
含水量较高的水果，适当喝水。

再次，对于本身存在过敏性鼻
炎及哮喘的患儿来说， 在雾霾天气
尽量减少出门活动。秋季是个不利于
螨虫等微生物生长的好时节，趁此机
会可以好好为冬天的来临做准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增强孩子
的体质。规律的饮食和睡眠以及适当
的锻炼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自身体质
更强壮，才能平安度过每个季节。

秋季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呼吸道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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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
这个周末，由中国盈远
集团、 北京成智教育、
三湘都市报联合发起
的中西部学前教育文
化节，吸引了来自中西
部地区4000多所幼儿
园近万名幼教工作者
参与。

此次开展的“最美
幼师”评选活动，正是为
了加大对广大幼师的表
彰宣传力度， 认可、鼓
励、 支持他们在幼儿园
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最美幼师”的“红
毯秀”是此次文化节的
“重头戏”。凭借突出的
教育理念、教学成果以
及才艺展示等，来自岳
阳临湘市坦渡镇苹果
树幼儿园的钟国珍老
师获得了“最美幼师”
总冠军。她和其他25名
“最美幼师” 站上了星
光闪耀的红地毯。

此外， 在现场，一
个身高大约20厘米，外
观像个苹果的智能机
器人，吸引众人驻足观
看。据悉，这款智能机
器人，利用AI技术，能
和小朋友智能聊天，具
有语音交互 、DIY编
程、专业早教、人格养
成等多种功能。组委会
负责人袁来表示，智能
幼教产品越来越受到
年轻父母的欢迎，并成
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最美幼师”出炉
智能幼教产品亮相

阴雨重返气温低 今日我省局地大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