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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唐善理 通
讯员陈健林 杨春盛 )“我家种了7亩夏
橙，每亩产量4000公斤，今年有20多万
元的收入。”江永县桃川镇六十工村村民
蒋正孝高兴地说。 目前正值市场鲜果淡
季，该县5.1万亩夏橙新鲜上市，成为消
费者的“抢手货”。

“今年夏橙价格好，已卖到每公斤10
元了，我们村里的139户贫困户都可以脱
贫了。”六十工村支书杨满生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该村共有1100多亩夏橙，人均
近1亩。这几天，该村大规模采摘夏橙，由
于人手不够， 有些种植户还从邻近的广
西请人帮忙采摘。 村里的水果合作社每
天安排20多人洗果、分级、装箱，发往广
东、福建等地水果批发市场。

粗石江镇下禾洞村村民刘艳在外地
打工多年，去年返回家乡开了一家网店，
专门销售本地水果。 今年夏橙量价“齐
飞”，在她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遍布江
永农村电商发挥了重要作用。刘艳说，她
经营的这家电商网点， 除了及时销售自
家的10多吨夏橙，在近1个月时间里，还
帮周边村民销售了200多吨。

据县农业部门统计， 今年在江永粗
石江镇、桃川镇夏橙主产区的67个村，今
年夏橙种植农户户均收入10万元以上的
占种植户总数的60%。 今年该县夏橙总
产量达到20万吨，比上年增长21%，总收
入较上年实现翻番。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
讯员 彭展）中石化巴陵石化炼化工艺首席
专家、合成橡胶事业部橡塑总监梁红文，今
年“五一”再获表彰，名列公司2016年度“特
人特薪”第一档公示榜单，获得3.6万元激

励性年金嘉奖。在巴陵石化，像梁红文一样
获得激励性年金的职工,共有391名。

巴陵石化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
巴陵石化已连续13年开展“特人特薪”评
选，由颁发“特薪+激励性年金”向全部颁

发激励性年金过渡， 激励员工立足本职
岗位， 为建设一流化工材料企业贡献力
量。 在经营管理、 专业技术和技能操作
“三支队伍”中，累计有3141人次入选，其
中一线技能操作人员有877人，占比28%。

江永5万亩夏橙
量价“齐飞”

巴陵石化嘉奖劳动者

2017年5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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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志平）5月3日下午2时，衡阳市
桑德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餐厨
垃圾收运车，准时开到该市崇盛晶珠集团
熊猫参谋环球海鲜自助餐厅旁，收运餐厨
垃圾。

餐厅负责人说，因客流量较大，每天
就餐者有数千人。以前，繁琐的餐厨垃圾
分类清理让人头疼，而餐厨垃圾流向也让
人担心。现在，通过与桑德凯天达成餐厨

垃圾收运协议，每天可免费获得定时上门
清运服务， 其专业的无害化处理技术，也
让大家对餐厨垃圾去向放了心。

据了解，桑德凯天主要采用“预处理+
高温厌氧消化” 技术， 对餐厨垃圾处理
均在封闭车间完成， 做到零排放。 处理
后的餐厨垃圾生成了沼气、 复合有机
肥、粗油脂等，实现“变废为宝”。而且，
垃圾处理过程还用计量装置实现实时
监控。

衡阳市食药监局负责人说，目前该市
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酒店、 餐馆有
1000余家。 以每家每天产生50公斤潲水
计算，一天共产生潲水50吨以上，加上不
计其数的大排档、小吃店等，全市每天产
生的餐厨垃圾有数百吨。大多数餐厨垃圾
被一些人收集去喂猪，也有不法商贩从这
些垃圾中提取“潲水油”， 当作食用油出
售，危害人们健康。

2011年7月，衡阳市被列为国家首批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
点城市。经几年努力，该市餐厨废弃物无
害化处理步入了正轨。衡阳市环卫处处长
李晓斌介绍，该市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项目已建成日处理260吨的能力。餐厨废
弃物处理中心运行后，城区所有“潲水油”
回收企业将逐步依法关停，还将建设数字
监管体系，对餐厨废弃物处理全过程进行
监管，从源头上治理“地沟油”，保障食品
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5月5日立夏，湿漉漉的春天行将结束。
阳光微辣，白云漫天，绿肥红瘦，暑气尚微，青春正年

少，一切刚刚好。

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5月4日，长沙城一夜雨水过后，晨起阳光满怀，大朵
白云浮在纯净的蓝天上，是春天里很难见到的“长沙蓝”，
夏的气息由此扑面而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
大也。”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了，季节进入生
命力最为旺盛的青年时期， 雨水和阳光都将更加充
沛。“春争日，夏争时。”自立夏始，万物的生长更加快
速和旺盛。气温逐日升高，雨水日照充足，冬小麦扬花
灌浆，油菜接近成熟，麦田中麦浪翻滚，夏收作物年景
基本定局。

立夏在古时亦如立春， 天子须亲率公卿大夫举行迎
夏之礼。但古时除了迎夏以外，实无其他仪节，不像立春
那么被人重视。直至明朝时，始有尝新之说，此后亦被视
为佳节。

“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古时亦有在立夏“饯春”的习
俗，大好的春光过去了，未免伤感，故备酒食为欢，饯别春
天。

立夏一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这一节
气中，蝼蛄和青蛙在田间鸣叫，蚯蚓掘土，蔓藤开始快速
攀爬生长。不过，在湖南，青蛙的鸣叫要远早于立夏，蚯蚓
也已现身多日。当然，要听到最热烈的蛙声大合唱，还得
等上一段时间。

楝花飘砌，绿肥红瘦

当盛春以樱花雨的形式与人们告别后， 那些热烈盛
大的乔木花海就要等到明年相见了，不过，立夏的花儿们
也有自己的风致。

“处处社时茅屋雨，年年春后楝花风。”二十四番花信
风到谷雨止，终章是苦楝花，立夏节气一过，楝花的花由
紫变白，即将凋谢，香味也淡了很多。

苦楝花总给人心平气和的感觉，树高叶繁，花细香
约，没有盛春的花朵那样重重叠叠的饱满情绪，开在
春末夏初，浅紫色花落到地上，是若有若无的一声轻
叹，哀而不伤，不像樱花雨那么大张旗鼓。“楝花飘砌。
蔌蔌清香细。梅雨过，萍风起……人散后，一钩淡月天
如水。”北宋谢逸这阙《千秋岁》，写尽了楝花之婉约清
淡。

苦楝，谐音“苦恋”，也是引人遐想 。楝树多长在
田间地头，楝树果实在饥荒年代是可以当食物的，如
今仍有村妇捡拾回去，用来做苦楝豆腐，据称可去风
湿。

立夏是很多植物花期即将结束的标志， 一派绿肥红
瘦的景象，不过，也有不少花在立夏前后刚刚开放。

似乎是被雨水浸泡过久， 立夏前后， 白色的花朵很
多，大多数香味浓郁。金银花开了，初开是白色，慢慢变成
黄色。海桐的花也是先白色，然后变黄色。火棘、小蜡、女
贞、石楠，无不开着白色细小的花朵，一簇簇，一团团，气
味浓烈。

“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稀。槐柳阴初密，帘栊暑尚
微。”陆游的《立夏》，写尽了此时节的别致。

通讯员 孟春绒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5月2日， 记者走进永顺县猛洞河工
业园。一场春雨洗刷后，大山包围中的一
栋栋黄色的标准化厂房显得清新脱俗。
永发鞋业公司的生产车间设在该园创业
楼第4栋，今年37岁的公司董事长陈德艳
在车间里忙碌着。

1200平方米的车间里一派繁忙，4条
针车流水线上，200多名工人在忙碌着。
在一台缝纫机前， 陈德艳和一位腰上别
满维修工具的技工用手势交流着。 一件
朴素的休闲西装、一条简单的牛仔裤、一
头随意的短发，让人不敢相信，他就是公
司的董事长。

陈德艳出生于永顺县灵溪镇一个土
家族贫困山村，17岁就离家到江浙一带
打工， 在鞋子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近20
年。无论是生产、销售，还是机器维修，他

样样精通， 其身份也从普通车工变成了
生产部管理人员、业务经理，最初想通过
外出务工摆脱贫困的愿望实现了。

2011年， 陈德艳拿出务工积蓄50万
元，和朋友在温州办起了鞋厂。积累了一
定的人脉和市场资源后，2015年底，他把
工厂“带回”了永顺老家，30多名永顺老
乡、50多万元订单等也随之带了回来。

在猛洞河工业园里， 标准化厂房由
园区提供，保障性住房、供水、电力、通
信、绿化等也由园区配套建设。

陈德艳告诉记者，公司与意尔康、海
澜之家、大虎鞋业、金螳螂鞋业、大东女
鞋、 康奈鞋业等多家企业达成长期合作
协议，今年头4个月获订单110万元。

更让人振奋的是，去年5月，永发鞋业
公司注册了“永发麒麟”商标，今年下半年
将开始生产自己品牌的鞋子。在鞋子设计
中，陈德艳融入了许多土家族文化元素。

回了家乡，不忘老乡。今年农历正月
初八，公司招聘那天，一位80多岁的老母
亲领着46岁的聋哑儿子王胜军前来应
聘，陈德艳了解情况后，当即和王胜军签
了聘用合同， 并把他培养成了厂里的维
修工。王胜军靠母亲照顾过了大半辈子，
如今成了月收入2000多元的技术工人。

像王胜军这样的残疾员工， 公司里
还有20多名。 另外有90多名建档立卡的
贫困村民，在公司实现转移就业。

“在外务工，总是牵肠挂肚的，现在
每天下班能陪在父母、孩子身边，心里很
踏实。”当地人王小琴大姐的话，引得周
围几个工友频频点头。

采访结束时，记者看到3台大型货运
车在仓库大门外装车， 将已加工好的鞋
面运往浙江温州等地。穿过公司车间，生
产线上的缝纫机轮飞速转动，机针“嗒嗒
嗒”上下跳动，演奏着一曲动人的乐章。

衡阳餐厨垃圾变废为宝
城区所有“潲水油”回收企业将逐步依法关停

5月4日， 醴陵市陶瓷艺术城醴泉窑艺彩绘车间， 陶瓷艺人在瓷胚上勾线分水， 这里所有的产品彩绘都靠艺人用传统方法手
工完成。 该市是湖南省的最大陶瓷主产地， 涵盖了日用瓷、 电瓷、 工艺瓷、 工程陶瓷、 陶瓷新材料等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
形成了覆盖艺术、 餐饮、 电力、 建筑、 信息等领域的产品体系。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廖蔚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柳德新）
位于长沙高新区的福米科技昨天宣布，
公司已完成A轮1亿人民币融资。本轮融
资由弘道资本领投， 墨白资本和上一轮
投资者顺为资本跟投， 将用于继续提升
全球用户的交易体验。

福米科技是小米金融生态链公司，
旗下产品“微牛投资”支持美股和港股的
交易服务，并提供20多个国家的股票、外
汇、基金以及衍生品实时行情，此前曾获
得小米和顺为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联
合投资。

据悉， 福米科技此次获得资本市场
认可， 主要源于投资机构对其数据金融
方向的认同。在证券领域，机器代替人工
提供投资顾问和资产管理服务是行业必
然趋势。“我们在今年春节前后上线了美
股和港股的交易业务， 不久后还会开通
更多国家市场的股票交易， 并陆续上线
外汇、期货和基金的交易，逐步成为全市
场、全品类的交易平台。”福米科技创始
人王安全说，“我们正在着手建立数据挖
掘和金融建模团队， 将通过运用人工智
能的深度学习系统， 为用户提供定制化
的投资顾问解决方案。”

数据金融获资本青睐
福米科技完成A轮1亿元融资

精工细作醴陵瓷

老乡回家乡 共建新湖南

“带着工厂”回家乡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立夏：春去夏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