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6日讯 现在正
是椪柑采摘销售的旺季，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大片
大片的椪柑果园里， 金灿灿的
椪柑挂满了枝头， 满山翠绿金
黄，很是喜人。三湘都市报记者
今天从泸溪县柑桔研究所了解
到，泸溪县今年准备拿出200万
元，线上线下双发力，销售与加
工一起上，一边互联网+发力走
电商，一边实体带货闯市场，力
挺泸溪橘农增收。

椪柑熟了
线下采摘线上带货

12月6日，正逢周末，潭溪
镇万亩椪柑园里， 游客络绎不
绝。大家先尝为快，甜美的果实
让游客流连忘返。

“好吃，我刚好要带一大包
回去，我还会介绍我的同事、好
友来这里买潭溪的椪柑、 泸溪
的椪柑。”游客杨清花兴奋地对
记者说，“这里有一大片的椪柑
基地，这里的人很勤劳，也很热
情，欢迎大家到泸溪，到潭溪来

做客，看，这里的橘子又甜、又
大、又好吃。”

那边市民采摘其乐无穷，
这边主播推介忙得不亦乐乎，
“如果说你喜欢吃甜一点的，建
议你多放一到两个礼拜再吃，
现在是八分甜，两分酸的，刚才
我们的产品已经为大家测试
了，糖度已经达到了12度了。”

椪柑品改
橘农得到更好的效益

经过多年的品种选育与发
展壮大， 泸溪全县椪柑种植面
积到目前为止达21.53万亩，最
高年产量达19.2万吨， 年产值
达2亿多元。柑橘已经成长为当
地产业扶贫、产业脱贫、产业致
富的主导产业。

向勇是当地的柑橘种植大
户， 其从事椪柑种植已经有三
十余个年头。向勇告诉记者，目
前他已发展60余亩精品果园，
在每年的生产用工中， 他还把
当地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户
及村民召集到基地务工， 每年

用工开支4万余元，不仅让当地老
百姓能就近务工创收和学习精品
果园培管技术， 更引领推动了当
地柑橘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 向勇的果园椪柑面积
20余亩，今年产量8万余斤，发展
春香橘柚30亩， 产量达6万斤左
右。他手捧着品改的春香橘柚说：
“柑橘收入是我们这些留守老人
和儿童的经济来源， 县里给我们
这些农户很多优惠的政策， 让我
们把橘园密改稀、高改矮，进行各
种品种的改良， 让我们农户得到
更好的效益。”

泸溪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泸溪县通过椪柑
品改及低改和标准园建设， 调整
了泸溪椪柑的品种结构， 果农提
高了标准化生产技能， 使泸溪椪
柑拥有更高的科技含量， 拥有更
强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还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 并线上线下双键发
力，推动全县椪柑营销，有力促进
了农户持续增收及产业发展的积
极性。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杨晓凤 杨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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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椪柑熟了，品甜尝鲜正当时
当地政府将拿出200万元大红包，支持柑橘销售

忙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 我要
和百灵鸟一起歌唱，用最动听、最
美妙的歌声， 把欢乐和幸福传
达……”12月6日，“邮政杯”2020
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总决
赛正式落下帷幕。 全省6个赛区
共600余入围选手奔赴这场“朗
读盛宴”， 争当“湖南日报金话
筒”。传遍三湘的诵读声里，《湖南
日报》的一篇篇优秀稿件，一个个
感人故事，再一次被传递。

在长沙新湖南赛区， 来自
益阳梓山湖学校的学生谢昀皓
选择朗读的是《湖南日报》11月
2日文章《在见贤思齐中奋斗追

梦》。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
份，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
科学家成了全民偶像， 也引发
了全社会关于“要追怎样的星”
的思考。 小昀皓特意在朗读文
稿上写了一句这样的话：“读书
让理想展翅， 学习让生命飞
翔。”他将“见贤思齐”作为自己
前行路上的座右铭， 在朗读中
收获了新的启迪。

永兴县教育局阅读办主任
杨咏虹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
评价。“《湖南日报》 里的文章，
有的非常有理论高度， 节奏铿
锵；有的非常有人生智慧，充满

哲理；有的非常有文化力量，能鼓
舞精神；有的知识量丰富，能增长
见识。 通过阅读、 朗读这样的文
章， 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掌理想
之舵，寻信念之源。”

据了解，“邮政杯”2020湖南
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由湖南省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 湖南
日报社、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主办，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协办， 并得
到了交银康联人寿湖南省分公
司、 长沙国储电脑城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 ■姚瑶

本报12月6日讯 今日，记者
从省住建厅获悉，自2009年实施
农村危房改造以来， 中央下达我
省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56.6万户，
湖南省已经实际改造175.1万户，
完成率达111.8%，超额完成了农
村危房改造任务。

“我省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的
危房改造任务， 通过实施差异化
补助、整合涉农资金、落实兜底保
障救助等措施，做到户户建档，改

造一户，销号一户。”省住建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湖南对全省170.1万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情况逐户
进行了核验。其中，有101.2万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原住房基本安全，占
比59.5%；有68.9万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通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易地扶
贫搬迁等多种形式保障住房安全，
占比40.5%。“下一步将探索建立农
村房屋全寿命周期管理机制， 做到
长期有效巩固。”省住建厅厅长鹿山
介绍。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曾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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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3级台阶成“拦路虎”

地铁溁湾镇站是长沙地铁2
号线与4号线的换乘站点，因紧邻
岳麓山等景点以及附近有居民小
区，乘客较多。为方便特殊人群乘
坐地铁，在8号出入口附近设有一
台无障碍电梯。

记者在8号口看到，因为有地
产项目施工，8号口与溁湾路中间
一条百余米长的临时通道成了必
经之路， 通道地面铺设有瓷砖、
安装了电灯，为防滑还铺设了防
滑垫，但在中间位置，有一处3级
台阶， 不仅没设置轮椅通道，四
周也未有提醒字样，稍不留神容
易踏空。

“不管是进还是出，3级台阶
成了‘拦路虎’，最后不得不放弃
乘地铁。”李丽说，11月初，她在溁
湾站附近办事后，突然心血来潮，
准备独自体验乘坐2号线回到城
南的家中， 好不容易找到8号口
后，又被通道处的台阶“拦住”去
路，因找不到求助电话只好放弃。

记者采访过程中， 经过此处
的刘娭毑为了防止摔倒， 明显放

慢了脚步。 她说，3级台阶确实给老
年人、 残疾人及推婴儿车的乘客带
来了极大的不便。“希望能考虑到特
殊人群的需要，改进这个细节。”

【回复】通道超出管辖范围

在8号出入口扶梯一侧张贴有
一张告示，上面留有“爱心接力·无
障碍服务的爱心专线电话”，“这样
的告示， 特殊人群根本看不到。”现
场一位老人说。

记者以需要帮助为由拨打该电
话求助，3分钟后， 车站一名安保人
员赶到现场。记者说明来意后，这名
安保人员告诉记者， 如遇到出站的
残障人士， 车站都会安排人员一对
一服务，帮助出站。他坦言，台阶对
进站的特殊乘客确实有影响， 接到
求助电话后，他们都会前来帮忙，但
求助者不多。

对此，长沙地铁客服人员回复，
出入口以屋檐滴水为界， 该通道已
超出地铁方面管辖范围， 建议向市
长热线反映。目前，记者已将情况反
映至了12345市长热线。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何日峰

3级台阶成无障碍乘地铁“拦路虎”
市民：位于地铁溁湾镇站8号出入口 回复：已超出地铁方面管辖范围

本报12月6
日讯 本报推出
《莫让无障碍成
障碍》 系列报道
推出后， 引发强
烈反响， 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城市无障碍通道的建设。近日，省人大代表
李丽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反映，称长沙地铁溁湾镇站的无障碍
通道有“障碍”，从唯一的无障碍电梯出站后，通道处的3级台
阶，难倒不少像她一样的肢残人士。

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175.1万户！
湖南超额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规定

无障碍通道上有高差应设置轮椅坡道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中

明确规定，城市的主要道路、人行道、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及
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客运码头等公共交通场所应当优先推
进无障碍设施改造。

《无障碍设计规范》中规定，无障碍通道上有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
道；同时，对于无障碍楼梯，3级及3级以上的台阶应在两侧设置扶手；台
阶上行及下行的第一阶宜在颜色或材质上与其他阶有明显区别。

遇见最美党报朗读者
“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总决赛圆满收官

地铁溁湾镇站8号口，一位老人路过台阶处，明显放慢了脚步。 记者 杨洁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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