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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集“喀斯特地区”“石漠化地区”“少数民
族聚集区”“深度贫困地区”等诸多标签
于一身，辖区2362个自然村寨贫困发
生率都在50%以上。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怎么
办？——黔西南州给出的答案是：搬出
大山！迈向新生活！当地提供的数据
显示，“十三五”期间，黔西南州已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33.85万人，这个数字相
当于黔西南州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到23.68万人。

在短短5年内，黔西南州如何实现
了30多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搬
出大山的贫困户，又如何实现农民到

“新市民”的身份转换？8月6日至9
日，重庆日报记者随“脱贫攻坚大决战·
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编聚焦黔西南”大
型新闻采访活动采访组一行，来到黔西
南州一探究竟。

以优越的居住环境促“搬得出”

“吃愁穿愁睡也愁，脑壳垫个木枕
头；包谷壳里过冬夜，火塘坑里烟瞅
瞅。”这首流传于黔西南州山区的民
谣，形象地描述了当地恶劣的生存环
境。

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条件制
约，要在当地通过改造基础设施、发展
产业等常规方式来实现脱贫，困难重
重。按照贵州省统一部署，黔西南州在

“十三五”期间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33.85万人，占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的18%。

8月7日，在名为阿妹戚托小镇的
安置区里，记者看到一栋栋独具特色的
民居依山势而建，社区服务中心、幼儿
园、广场、活动站、农贸市场、游客接待
中心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像这样的
小区，正是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的标
准配置。据了解，黔西南州以优越的居
住环境促进搬迁群众“搬得出”，对
33.85万搬迁群众全部实行城镇化集中
安置，让搬出大山的居民过上了城市生
活。

以产业配套解决就业促“稳得住”

搬得出，如何稳得住？要让搬出大
山的贫困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
感，就要让他们的未来生计有着落，持
续增收有门路。

普安县江西坡布依茶源小镇是该
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这里居
住着2810户、13397名搬迁居民，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1858户、9016人。

在居住区的一侧，便是江西坡小微
双创园。只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
的搬迁群众，都能通过培训实现家门口
就业。双创园内的普安县才华实业有
限公司，不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易
地扶贫搬迁户，还与250户易地扶贫搬
迁户签订入股协议，搬迁户通过小微信
贷扶贫项目贷款入股，企业年终对其发

放保底分红。
兴义市义龙新区大龙潭新市民社

区，居住着5435户25269名易地扶贫
搬迁户，他们来自望谟县、晴隆县和义
龙新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达4295
户19591人。社区管委会主任郑亚洲
介绍，在这里，每栋楼房的入户处都张
贴着入住家庭的基本情况，每家有几口
人，几人实现了就业一目了然。

以实施“新市民计划”促“快融入”

在大山深处居住多年的易地扶贫
搬迁户们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居民的身
份转换？据介绍，黔西南州在易地扶贫
搬迁中探索实施新市民计划，让易地扶
贫搬迁群众享有同等城市配套、同等公
共服务、同等市民待遇，推动其快速融
入新环境。

郑亚洲介绍，社区建有卫生服务站，
为所有搬迁群众建立了健康档案，并实
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全覆
盖，居民如遇疑难杂症还可实现远程诊
疗。此外，社区及周边幼儿园、小学、中
学等教育资源一应俱全，搬迁到这里的
居民们都能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

今年，居住在阿妹戚托小镇的搬迁
户王茜领到了一本“新市民居住证”，这
本证件的持有人在享受原有农村政策
不变的前提下，还享有安置地最低生活
保障、免费职业介绍、子女免试就近入
学等7类共39项公共服务。黔西南州
创新探索新市民居住证制度，新市民居
住证持有人在农村政策福利待遇不变
的前提下，还可以就地享受相应政策福
利待遇。

“以前羡慕城市生活，但现在的我
生活和城里人没有什么不同。”王茜说。

“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城里人没什么不同”
——贵州省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采访见闻录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讯 （记者 黄乔）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将于8月22日至27日在俄
罗斯喀山举办。8月13日，我市举行
重庆代表团出征仪式，为参赛选手、专
家、教练、技术翻译以及服务保障团队
壮行。据了解，重庆基地培养的美容、
美发、汽车技术等14个项目的14名选
手将代表中国征战喀山。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最高层级的
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
能奥林匹克”。据了解，重庆基地培养
的美容项目选手李真芹、美发项目选手
石丹、汽车技术项目选手王桢、管道与
制暖项目选手杨应政、电子技术项目选
手梁攀、木工项目选手潘永坚、抹灰与
隔墙系统项目选手高宇宙、时装技术项
目选手温彩云、烘焙项目选手张子阳、
西餐烹饪项目选手蔺永康、油漆与装饰

项目选手李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选
手杨梦菁、建筑石雕项目选手郑权、化
学实验室技术项目选手李华健将代表
中国参加本届大赛。

“我们信心很足！”第44届、第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中国专家组
组长兼总教练王芃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除了进行针对性应对考题的训练，重庆
代表团之前还对比赛打分上的漏洞进
行了总结。“根据此前的比赛，我们发现
打分表中有不严谨的现象，所以对这些
问题进行了总结梳理，拟定出详细的方
案，在形式结构上重新设计了评分标
准，而这些被世赛采纳了。”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2年以来，重庆市已组团参加第42
届、第43届、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取
得了2金3银6优胜的成绩。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重庆14名选手征战喀山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徐若菡）8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残联获悉，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
七届特奥会将于8月25日至9月1日
在天津举行，重庆代表团将参加象棋、
乒乓球、硬地滚球、游泳、田径、特奥篮
球、特奥轮滑、特奥游泳、特奥羽毛球、
特奥乒乓球、特奥田径、特奥滚球等12
个项目的角逐。

据介绍，我市参加本届残运会暨特
奥会代表团已组建完毕，共有86名运
动员参赛。

昨天下午，在北碚区的重庆硬地滚
球训练基地，残运会硬地滚球BC2级
个人赛卫冕冠军严治强，正在与队友进
行训练。重庆硬地滚球队主教练冉俊
说，这个阶段的训练主要以心理调整为
主，然后模拟赛场气氛，帮助运动员以

最好的心理状态和竞技状态迎接比
赛。这次比赛他们的目标是BC2的金
牌和BC1/2级团体金牌。

在渝北区的重庆市残疾人田径运
动项目训练基地，运动员也正紧张集
训。独腿运动员向宾霖期待自己能在
女子F42 级跳远项目上取得优异成
绩。她说，自己很早就开始了力量、速
度以及专业技术动作的练习，比赛中只
要发挥正常水平应该能拿到较好名次。

据了解，在今年5月结束的本届残
运会暨特奥会提前项目中，重庆代表团
参加了射击、羽毛球、举重、射箭、围棋、
跳绳、迷你滑雪、旱地冰壶、越野滑雪、
五人制足球、三人制聋人篮球11个大
项比赛，68名运动员奋力拼搏，获得
14.5金、16.5银、10铜，打破了5项全国
纪录。

重庆86名运动员赴津参加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13日，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白马山
旅游度假区首个产品——天尺情缘景
区将于8月18日开园迎客，该度假区
计划在5—10年内打造成5A级景区
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天尺情缘景区是以白马与仙女的
爱情故事为依托打造的爱情文化主题
景区，重点锁定旅游观光、婚恋会议、亲

子娱乐、运动休闲和康养度假等游客群
体，打造爱情主题鲜明、体验内容丰富
的文旅融合型景区。据悉，8月18-25
日白马山天尺坪将举行白马山情歌会
等活动。

据介绍，白马山旅游度假区是武隆
自仙女山之后打造的旅游第二战场。
该度假区与仙女山错位发展，更加注重
养生、休闲和高端品位。

白马山天尺情缘景区周末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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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8月13日，
据市气象台预计，在未来一周里，我市
将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温度将达40℃。

据市气象台预计，受大陆高压影
响，8月13日至19日我市各地晴到多
云，局地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
温将达36～39℃，沿江河谷地区最高
气温将超过40℃。

昨日，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市林业局、市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森
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3日
10时到18日20时，全市各区县将持续
4级以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预计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各
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分散阵
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39℃，城口
及东南部18～36℃。主城：多云，气
温28～36℃。

未来一周持续高温
三部门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

郁郁青山、潺潺溪流、青瓦木屋、
百年老树……让黔江区鹅池镇社溪村
这个不足900人的村子宛如一幅完美
的山水画，处处展现出原生态的古朴
美。在这个被誉为“长寿村”的世外桃
源里，90岁的老人跑零摊、赶乡场，80
岁的老人还能农耕……

老搭档都是寿星

今年已90岁高龄的老人万治祥
以前是社溪大队的大队长，现在是鹅
池集镇的常客。“这老年人赶的不是耍
耍场，他在集镇上摆摊卖些针筒麻线
的小生意，场场都来，还从不坐车。他
不仅跑摊赶鹅池，还赶学堂、石家等乡
场。”村党支部书记王友江说。万治祥
老人的儿女都在外地或黔江城区务
工，他的集镇小生意并不是因为子女
不管他，而是把赶场当成一种健身。
小杂货卖完后，他还亲自到城里进货，
也顺便将亲手种的新鲜蔬菜带到城里
给儿孙们分享。

91岁的张世益老人是以前的大
队会计，子女都在黔江务工，过不惯
城市生活的张世益每次被子女接到
城里玩上几天就要赶回村里。平日
里，他都是自己打扫家里室内外的
卫生、清洗衣服，手脚麻利地收拾家
务。“现在党的政策好，我们老有所
养。村里产业发展起来了，油茶、瓜
蒌、蚕桑、水果产业上千亩，美了村

庄又挣了钱，哪有不高寿的哟。”张
世益说。

万治祥和张世益的老搭档程良
富老人是以前的大队出纳，他和老伴
吴西莲今年也都是90岁的高龄了，
夫妻俩总说，“老家的山好、水好、空
气好，平时干点轻松活能锻炼身体，
有助于健康。总之，住在老家心才踏
实！”

如今，村里的水泥公路修到家门
口，自来水也引进了家家户户，夜晚的
路灯照亮了回家的乡路，居住环境越

来越好，老人们都不舍得离开生活了
一辈子的老家。

天然氧吧润古寨

社溪村是一个山大人稀的村落，
是大自然赏赐的天然氧吧，整个夏季
平均温度在28℃左右，晚上还要盖凉
被。村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30
余人，他们都能劳动，在自家的责任地
耕种农作物和蔬菜，喂猪养鸡，供自己
及城里务工子女的生活所需。

“我们村里目前有瓜蒌和油茶两
大产业基地，务工的基本是60岁以上
的老人，他们能挑能抬、能跑能动，一
般年轻人干活还没得他们上劲。”王友
江说。

为什么村里的老人都这么老当益
壮呢？答案是因为生态环境好。社溪
村全村幅员面积6.62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2114.3亩，森林覆盖率在90%以
上。近年来，相继实施退耕还林政策、
全区实施生态立体农业行动，让这里
的生态越来越好，负氧离子浓度常年

保持在每立方厘米9000个以上。
“生态环境＋居住环境＋自然气

候”是当地村民长寿的根基。在社溪
村流传一个说法：60岁算是小弟，70
岁才正得力。

“我们这里被绿水青山包围着，空
气好。人们平常吃的粮食、蔬菜、水果
是自己种的，猪、鸡、鸭是自己养的。
住的房屋是老式木房子，天楼地枕不
潮湿，有这些好的条件，人不想长寿都
不行！”张世益笑着说。

社溪村全村目前有老式木屋89
栋，100年以上的桂花树、油茶树、核
桃树、香樟树、柏香树等古树100余
株。每一大栋木房子都是老年人在
坚守，这或许也是一种乡愁。

清泉淌出长寿传奇

社溪村并不是大山大沟，视野十
分开阔，于是成就了村民开阔的心胸。

放眼望去，村里除了良好的森林
植被，还有多口泉眼，外流的泉水汇集
成10余条清澈溪流，社溪也因此而得
名。

这汩汩流淌的天然泉水还流淌出
一个传奇的故事。

那是大集体时，当地一个叫万明
宣的人年近花甲，一病不起。就在他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亲戚朋友及周
围的邻居来探望他，问万明宣还有哪
些事要交办的，万明宣弥留之际吞吞

吐吐地说：“没有，只是想喝一口杨柳
沟老水井的凉水。”

当时，前去探望的邻居李绍云找
来一个军用水壶，跑到离万明宣家5
里路远的杨柳沟凉水井打回一壶凉
水。

李绍云揭开壶盖，把凉水倒进茶缸
里，慢慢喂给万明宣喝。没想到连续喝
了两茶缸凉水，万明宣竟然坐了起来，
说：“这水莫倒了，我等会儿还喝！”

两茶缸凉水下肚，让一个即将走
进生命尽头的人奇迹般地“活”过来
了，这一“活”便到30多年后才离世，
当地60岁以上的老人都见证了这一

“奇迹”。
“这里的水源是没得说的，我一年

四季都是喝凉水，就连赶乡场水壶里
装的也是从井里打来的凉水。”万治祥
老人说，他身体硬朗，与当地的水源也
有一定关系。

说起长寿，村民们都自豪地说：
“几年前，我们村曾有过3位百岁老人
同健在的奇迹。”

社溪村的天然泉水富含有哪些对
人体有益的矿物质，没有专家进行过
检测。但是，当地村民都把长寿归功
于泉水。如今大部分村民都还保存着
喝井里凉水的习惯。

或许生活美、心胸宽、爱劳动、
植被丰、水源好，就是长寿村的密
码。

刘茂娇 李诗素

黔江 探寻鹅池镇的长寿村

瓜蒌产业包围的木屋 摄/李诗素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12日，
记者在巴南区东温泉镇看到，重庆市观
景口水利枢纽工程进展顺利，目前隧洞
掘进只剩下4公里就可贯通，有望年底
建成通水。届时，该水利枢纽可为重庆
主城茶园—鹿角组团以及为沿线小城
镇、农村近百万人供水，同时还承担着
重庆中心城区380万人的生活应急供
水任务。

伴随着微盾构硬岩顶管机刀盘缓
缓转动的轰鸣声，重庆市观景口水利枢
纽工程正快速推进。“顶管机施工技术
创造了单日进尺 25.06 米，月进尺
413.1米的纪录。”中铁十八局集团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工程原计划
2020年底完工通水，之所以能提前到
今年底，归功于采用了超长距离硬岩顶
管新技术。该技术创下了顶管施工单
洞全长3224米的最长世界纪录，为国
内水利行业首次运用。

重庆市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输水
线路由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和中水东

北勘测设计院EPC总承包，位于巴南
区东温泉镇，主体工程主要包括大坝枢
纽和输水线路，大坝水库总库容1.52
亿立方米，输水线路总长21.89公里，
其中隧洞长16.15公里。这是国务院

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被列为水利部“创新性施工研究
与实施项目”。

据介绍，该工程隧洞直径2.65米，
山体地质复杂，最浅埋深只有3米，加

上上方有民房、公路、鱼塘等设施，无法
采用传统的掘进方式。为此，中铁十八
局集团公司联合重庆大学进行一系列
科研攻关，创新性研发出超长距离硬岩
顶管施工技术。相对于传统钻爆法施
工，该技术效率可提高5倍。特别是该
技术将原设计线路长度进行了优化，由
26.67公里调整为21.91公里，长度减
少4.76公里，由此节约施工成本3000
多万元。

超长距离硬岩顶管施工技术形象
地说，就像智能“穿山甲”。顶管机由地
面工作人员控制，在洞内全自动掘进。
掘进过程中，顶管机集支护、喷浆、衬砌
和除渣等功能于一体，实现隧洞一次成
型。

“顶管机开挖时，隧洞处于全封闭
环境，无人作业，地下水和有害气体不
能进入隧洞。顶管机配置有害气体监
测装置，实现洞内气体全天候监控。”现
场负责人表示，与钻爆法相比，同样的
过水断面，隧洞开挖量减少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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