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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勇

路过凤凰古镇， 沿着湘西的峻峭山峰一路
向北10余公里，便是吉信镇。路边随处可见的
柑橘园里，虽不到丰收的季节，但已是青青的果
实缀满枝头。 在吉信镇都良田村的柑橘苗培育
基地里，30多个大棚在蜿蜒的山脚下一字展
开，初秋的阳光洒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灿烂又
不失柔和。

彭际淼每天都会带领着技术人员来到大棚
里，细心地检查着每一株橘苗的生长状态。这在
他从事果树技术研究与推广的30余年生涯里，
已经成了常态。

“一个大棚就是一万多株苗。这个大棚里都
是橘柚，3年可挂果，每棵树可挂果35公斤到40
公斤，多的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彭际淼算着
经济账。

柑橘栽种，是一个甜蜜的事业

初次见到彭际淼，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如果
不是随同人员介绍， 很难让人相信这个面色黝
黑、朴实憨厚的土家族汉子，就是国家柑橘体系
湘西椪柑综合试验站站长、 中国柑橘学会理事
彭际淼。

在彭际淼办公室的书桌里， 放着几个皱巴
巴的黑色塑料袋， 与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专业
技术书籍极不相称。面对记者的询问，彭际淼羞
涩地打开了塑料袋， 竟是四五十本各类荣誉证
书和获奖证书。“证书太多了，书柜里放不下，实
在没地方放，只能这样了。”彭际淼有点难为情
地说。

彭际淼1985年从湖南农学院毕业以来，便
与果树技术研究推广结下了不解之缘。30余年
间，他走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为自治州柑橘产
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是2002年调到自治州柑橘研究所专
门从事柑橘技术研究的。当时，柑橘栽培技术
存在很大的问题。”彭际淼告诉记者，自治州
是传统的柑橘生产大区，但品种老化、挂果率
低、 糖分不高等品质问题一直阻碍着柑橘生
产的良性发展，种柑橘的效益低，老百姓的积
极性也不高。

面对困境，他先后引进各类柑橘品种80余
个进行培育，并诱导变异，从变异苗中选出适合
当地栽种的柑橘苗。

在新品种选育过程中， 彭际淼带领团队每
天在基地和实验室之间“两点一线”穿梭，每一
个环节，他都亲自把关，严格要求。最终筛选出
适合自治州种植的优良新品种10余个，并成功
选育出早熟、质优、糖分高、少籽椪柑新品种“早
蜜椪柑”与甜橙优良品种“晚香蜜橙”。

杨灿，既是彭际淼的同事，也是他的学生。
她说：“一个新品种的选育，往往需要3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彭站长最满意的‘早蜜椪柑’品种，从
选育到最后的推广经历了12年之久。”

目前“早蜜椪柑”推广面积达3万亩，给当地
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不能让老百姓流汗又流泪”

张全贵是吉信镇都良田柑橘苗圃基地里的
管理员。今年75岁的他，与柑橘打了一辈子的交
道。一家四口都在这个柑橘苗圃里做事。

说起彭际淼，张全贵开心地笑了。张全贵每
个月可以拿到1200元的工资， 而老伴和儿子、
儿媳农闲时节也在苗圃基地做些除草灌溉、苗
木护理工作，每人每天可以拿到80元钱，全家
因这一项每月增收5000元左右。

当然，让老人如此高兴的不仅仅是增加了收
入。作为老果农，他更清楚彭际淼给整个自治州
柑橘生产带来的变化，给广大果农带来的实惠。

在老百姓眼里， 彭际淼更像一位相识多年
的老朋友。每次来到各县的果园里，果农们都喜
欢和他拉拉家常，交流经验，请教技术难题。他
先后开展现场培训指导共计200余次， 培训柑
农10000余人次， 并与柑橘种植大户形成了长
期的扶持合作关系。

以杨勇为头的永顺县果王合作社在彭际淼
倾力扶持下，种植柑橘达10000多亩，涉及果农
300多户，900多人受益，拥有了集管理、生产、
营销为一体的网络化服务体系。

原先，果农们从市场上选购果苗。这些果
苗良莠不齐，且都是露蒂苗，根部大都裸露在
外，根系不多，成活率不高，极易携带病害，损
害了果农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彭际淼从基
地免费送出容器苗， 即根部护理在容器土壤
里，品种纯度高，根系发达，成活率高，基本能
做到一星期发芽、3年挂果。仅去年，就送出价
值100多万元的柑橘苗给柑橘合作社和柑橘
种植户。

“农业科技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直接关系
到果农的‘钱袋子’， 不能让老百姓流汗又流
泪。”彭际淼说。

自治州目前有柑橘100万亩， 其中椪柑75
万亩、脐橙15万亩，柑橘已经成为自治州经济发
展的主导产业之一。“湘西柑橘产业能有今天的
收成，与彭站长多年的科研、推广和指导是分不
开的。”杨灿告诉记者。

陪同彭际淼走在柑橘基地里， 能充分感受
到他眉宇间透露出来的那份自信与自豪。 作为
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家族汉子， 他把自己人生中
最美好的时间献给了湘西这片神秘的土地，也
献给了柑橘栽培技术这一甜蜜的事业。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袁哲军 周花燕）日前，省卫生健
康委、省发改委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印
发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
题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记者了解到，我省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基本
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
建设，配备合格医务人员，让贫困人口看
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保障。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贫困
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主要是指贫困人口
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常见病、慢性病能
够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及时获得诊治，
得了大病、重病后基本生活过得去。

当前，健康扶贫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在实现贫困人口有地方看病、 有医生看
病等基本医疗有保障方面， 还存在少数
地区缺医疗卫生机构缺医生、 部分机构
房屋设备等基础设施未达标等一些需要
解决的突出问题。

《通知》提出，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
力，进一步推动医疗服务关口前移、重心
下沉。例如，加快推进县级医院胸痛、卒

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
“五大中心”建设；以高血压病管理为切
入点，建立规范化的高血压专病门诊，并
建立慢病患者出院后县、乡、村三级协同
管理机制； 以县外转出率排名靠前病种
为切入点，2020年年底前将实现全省县
级医院肿瘤化疗与癌痛规范化治疗、终
末期肾病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 慢性阻
塞性肺病全程管理、 脑卒中静脉溶栓与
早期规范化康复治疗“四个全覆盖”。推
进远程医疗， 实现贫困地区县乡两级远
程诊室建设全覆盖。 实施以贫困地区为
重点的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修缮项目，
改善乡镇卫生院就医环境，2019年底全
省全面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

我省将推进“县乡一体、乡村一体”
机制建设， 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
费培养一批、“县聘县管乡用” 和全科医
生特岗计划聘用一批和从县医院选派一
批等方式，探索“医疗集市”模式，提升乡
镇卫生院服务能力。通过“乡聘村用”、
从卫生院选派医生到村卫生室开展巡诊
或派驻等方式， 解决村卫生室无合格医
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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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保障
六部门合力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智明）今天上午，在省科技馆
A馆前坪， 随着湖南省科技志愿者总队
宣告成立，2019年全国科普日（湖南）主
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礼赞共和国，
智慧新生活———湖南科技志愿者在行
动”为主题，在传承往年科普日活动的基
础上，增添了多项志愿服务活动。中国工
程院院士何继善出席了启动式。

启动式上， 我省科技志愿者总队及
省级学会、市州支队、县区志愿队等37支
湖南省科技志愿者队伍被授旗， 科技志
愿者代表宣读了《志愿者服务倡议书》。

随后举行的多项活动， 吸引了很多
民众参与。在省科技馆A馆大厅里，“‘浏
览’未来—5G技术发展与展望”科普报
告会讲授了5G技术应用范围、世界5G技

术发展情况、华为成长故事启示等，传播
了“智慧生活”科学理念。在长沙市天心
区青园梓枫校区里， 何继善院士与小学
生们面对面交流。 省科技馆科普辅导老
师带来的科普表演秀、机器人舞蹈、玩转
气球、液氮表演秀、“看得见”的空气等科
学表演实验课，吸引了大批同学围观。健
康中国年科普宣传、 科学膳食健康生活
和智慧生活等志愿者活动， 则深入省会
几个社区提供服务。

据悉，2019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
间， 湖南省各级科协及有关部门单位将
组织开展300余场“线上+线下”双互动
的科普活动，包括2019年全民科学素质
网络竞赛、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宣讲、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志愿服务、科技场（馆）
联合服务、科普大篷车等行动。

2019年全国科普日
(湖南)主场活动启动
湖南省科技志愿者总队成立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陈勇）身残不
丧志，创业勤奉献，把福彩销售门店办成“爱
心驿站”，给市民免费提供休息、歇脚场所，还
常年为附近100多名残疾人排忧解难。今天在
长沙举行的“最美福彩人”颁奖盛典上，“最美
热心公益者”奖获得者、衡阳市福彩投注站业

主邹国的从业故事，感动了在场人员，赢得阵
阵掌声。

今年6月，省民政厅启动“最美福彩人”评选
活动，旨在发现热爱福彩事业、践行公益理念、
弘扬福彩文化的一线福彩人， 展示湖湘福彩人
的风采。最后，10名优胜者分获“最美诚信经营

者”“最美文化传播者”“最美热心公益者”“最美
敬业奉献者”“最美创新开拓者” 等荣誉， 还有
20人获得“最美福彩人”提名奖。

我省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始于1987年，截至
2019年8月，全省累计销售福利彩票764.8亿元，
筹集公益金227.1亿元， 上缴国家税收14亿多
元，资助开展各类福利公益项目近3万个，资助
建成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救助站等民政服
务机构近8000个。

“最美福彩人”新鲜出炉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易禹琳）岁月
如歌，时光留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昨
晚， 由湖南卫视和湖南经视联袂策划制作的音
乐纪录片《时光的旋律》在北京举行首映式暨入
藏国家图书馆仪式。

当晚，仪式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大家
共同观看了16集音乐纪录片《时光的旋律》第二

季《为祖国歌唱》中的篇章———《我的祖国》。当
熟悉的旋律响起，全场大合唱。

《时光的旋律》第二季《为祖国歌唱》精心甄
选了《在希望的田野上》《长江之歌》《好人一生
平安》《常回家看看》《歌唱祖国》《乡恋》《我爱你
中国》《我的祖国》《军港之夜》《我和我的祖国》
《浏阳河》《七子之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强

军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 等时代金
曲，由雷佳、尚雯婕等年轻歌手实力演绎，并拜
访袁隆平、李谷一、阎维文等科学家和艺术家，
走近70年波澜壮阔奋进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探寻音乐背后的故事。 纪录片把时代变迁和幸
福生活融进歌声，深情描绘了新中国70年来的
辉煌画卷。

现场， 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宣布，《时光的
旋律》第一季、第二季的音像资料和书籍正式入
藏国家图书馆。据悉，《时光的旋律》第二季《为
祖国歌唱》将从9月16日起每周一至周四，湖南
卫视19时30分、湖南经视19时45分播出。

音乐纪录片《时光的旋律》
入藏国家图书馆

彭际淼：
扎根湘西播撒甜蜜

� � � � 2017年6月16日，彭际淼在基地进行科学试验。（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颜英华）今天，记者从省公安厅获
悉， 自今年6月13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
机关统一开展“云剑”行动以来，全省共抓
获在逃人员4393名，其中潜逃8年以上的
在逃人员131名、 公安部A级通缉犯6名，
从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达加斯加
等国家抓获、劝回逃犯15名。

据了解，“云剑” 行动主要任务是严
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民族资产解冻类
诈骗、“套路贷” 犯罪，全
力追捕在逃人员。

行动开展以来， 湖南
公安机关共侦破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420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1603人， 捣毁犯罪
窝点102个，冻结银行资金
3.51亿元。全省共打掉“套
路贷” 犯罪团伙39个，查
封、 扣押、 冻结涉案资产
9121.25万元。此外，全省

共侦办公安部挂牌督办民族资产解冻类
诈骗案件3起。

民警提醒， 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上，不要轻信对方，涉及钱财交易时要
先核实对方身份。 不与网络上的陌生人
聊天，不透露个人隐私。通过聊天软件认
识的好友，涉及投资、转账的，切不可轻
信。如果发现被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警，提供犯罪分子的账号、联系方式等有
价值线索。

湖南公安“云剑”行动显威力
抓获在逃人员4393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