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后坝区

传捷报

本报讯 近日， 阴雨模式连续

开启， 使得我省气温急剧下降，从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太阳并没有回

归的意思，未来几日我省将维持阴

雨天气。

在秋雨凄凄的背景下， 气温也

一蹶不振，我省南部边缘气温略高，

最高气温在 20 度左右，其余大部地

区最高气温将在 18度以下。

具体预报为：12日夜间到 13日

白天，全省各地阴天有小雨，南部边

缘地区有中雨；13日夜间到 14日白

天，省的西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省

内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 各地气温

略有下降；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

省的北部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其

余地区阴天有小雨。

贵阳市未来几日气温低迷，市

民需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为：10

月 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 阴天有

小雨， 气温 14～18℃；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 14～

16℃；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阴天

有小雨，气温 14～19℃。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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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年“共享新时代·

全民健身富美乡村” 第六站活动，

10 月 19 日将在红色文化地修文县

六屯镇大木村开展。 新一轮的“全

民健身 + 乡村旅游” 正待更多爱运

动、喜美景的人们体验与探索。目前

活动正在报名中。

在乡村当中健步走，摘葡萄、攀

高山、品农家菜、赏村寨美景……感

受乡间生活的休闲与惬意。 这正是

“共享新时代·全民健身富美乡村”

活动带给贵阳市民的乐趣。 在全民

健身的新风潮中，2018 年贵阳市体

育局联合多家部门， 开展了 10 场

“富美乡村系列” 活动，活动兼具健

身指导性与带动经济发展作用，已

成为贵阳探索创新“体育 +” 模式的

特色项目。

2019 年 “共享新时代·全民健

身富美乡村” 系列活动已陆续开展

了五场，通过城乡互动，吸引城市居

民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将贵阳市新

时代的富美乡村推荐出去， 参与市

民频频为之点赞。 自 2019 年 8 月

起，活动陆续于清镇右二村、息烽红

岩村、白云区蓬莱仙界等地开展。下

一站， 修文县六屯镇大木村飘香的

猕猴桃， 正在向喜爱运动的市民

“招手” 。

在清镇右二村的活动中， 参与

者在巡湖健步走的同时， 还体验了

茶叶采摘，并作为“环保志愿者” 清

理乡村垃圾。 参与此次活动的槐莉

表示， 居住在清镇的她没想到右二

村会变得如此漂亮，“今天的右二

村拥有得天独厚地理环境， 焕然一

新的房舍，整洁卫生，空气清新，茶

园、果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右

二村从不起眼的村寨， 变成了大众

心中值得一去的打卡地。

近年来，息烽县按照“3＋

N

”

的产业发展模式， 全县种植葡萄近

3 万亩，挂果 1 万余亩，目前正大量

上市。 红岩葡萄沟已然成为了息烽

县一个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

在息烽红岩村活动中， 参与者赏乡

村美景、品乡村佳肴、采摘当地葡萄

等，现场烧烤、音乐会、垂钓、篝火晚

会也是本次活动一大特色。 不少参

与者表示，参加了这项活动，才发现

了这个“宝藏地方” ，周末带着家人

来放松，是不错的选择。 正是在“富

美乡村行” 的活动中，一个个藏于

“闺中” 的乡村，得以在更多人的眼

中展示其魅力。 （杜立）

2019年“共享新时代·全民健身富美乡村”第六站将在修文启动———

乡村健步走 邀您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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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渡马镇：

7千亩大坝 蔬菜成脱贫致富“助推器”

天柱县渡马镇桥坪 - 江东坝区，秋高气爽下的坝区示范点湾场千亩蔬菜示范园里一派忙碌，农户们正在忙着

采摘豇豆、辣椒，也在忙着种植莲花白等复种率较高的蔬菜。

桥坪 - 江东大坝的湾场千亩蔬菜示范园里，迎来了一批从该县坪地镇兆寨村过来参观学习的村民，他们一边

听着讲解一边用手机拍摄记录。

天柱县渡马镇桥坪 -江东大坝，有耕地面积 7600多亩，涉及湾场、江东、龙盘等 7个村，坝区中的湾场千亩蔬菜

示范园成为大坝的一个典型示范点，常常吸引外村前来考察学习的团队。

未来几日，阴雨绵绵———

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18℃以下

大种蔬菜收益快

在 2017 年以前，渡马镇由于缺

技术、资金等多种原因，大坝区域的

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 田土多数

只种植了水稻、 玉米与油菜等传统

农作物，部分田土甚至还撂荒。 不过

在 2017 年后，桥坪 - 江东大坝的土

地开始沸腾了。

天柱县委、县政府依托坝区农业

基础好，依靠区位、气候、土壤等自然

资源，确定种植甘蓝、辣椒、食用菌等

“短平快”作物作为区域主攻产业。

将原来的“稻 + 油菜” 模式调

整为“菜 + 菜” 、“稻 + 菜” 发展模

式，根据不同的季节，针对性地选择

蔬菜种植，确保蔬菜种植不断档，充

分盘活坝区土地使用率， 提高坝区

复种指数，增加种植效益，促进产业

发展、农民增收。

“以前只能自己种点水稻、玉

米，能够自己吃就不错了，现在把我

的 3 亩土地都流转出来后， 每亩每

年有 600 元的收益， 每天还来这里

帮做点活，一个月又有 2400 元的工

资，收入比以前多多了。 ”湾场村村

民黄恩发这样告诉记者。

在桥坪 - 江东大坝湾场千亩蔬

菜示范园里，为有效减少因产量、质

量参差不齐， 造成产销对接订单对

接不流畅的问题，当地政府还聘请 6

名蔬菜专业种植技术人员， 及该县

农业局指派的技术员为农户免费提

供蹲点指导和技术培训。

目前， 蔬菜园区已逐步成为众

多培训农户和合作社种植主体的培

训基地， 也成为外村人前来取经的

“宝地” 。

订单种植 产出销售不用愁

桥坪 -江东大坝以“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三变

改革为产业发展先锋， 以股权为纽

带，以产业为平台，深化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实行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

最初， 扶贫干部们通过下村到

户进行政策宣传，村里人人知晓，倡

导村民自愿参与到“三变” 改革中，

加速脱贫致富的步伐。从 2017年至

今， 坝区参与到土地流转的群众从

最开始的拒绝、犹豫，变成如今的主

动申请加入， 村民的思想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

“只要他们蔬菜产品没什么问

题，我们都会一起收过来，销路不用

愁。 ” 正在现场收购蔬菜的天柱县

一家大型超市采购员说。

据悉，桥坪 - 江东大坝的蔬菜，

多数是通过“订制” 种植，并利用互

联网、物联网来拓宽蔬菜销售渠道，

直接为周边县市超市提供稳定的蔬

菜货源。

龙头企业贵州亿发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通过采取“校农结合 +基地

种植” 的模式，在坝区实行“订单农

业”种植，他们与周边县市的学校签

订合同进行销售， 将坝区蔬菜供应

至天柱县及锦屏、黄平、三穗等周边

县的学校食堂， 直接让坝区蔬菜从

田间直达校园，减少了流通成本，也

提高了村民们的种植效益与种植积

极性。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桥坪 - 江

东大坝仅提供给学校的农产品累计

销售产量就达 4000 余吨，累计销售

金额达 4800余万元。

扩大种植 收入不断增加

“龙头企业 +合作社 +农户” 模

式的建立，使企业与农户的利益紧紧

联系在一起。坝区村民通过在基地务

工赚工资、土地流转收租金、入股企

业分股金等方式不断增加收入。

近年来， 仅在桥坪 - 江东坝区

湾场千亩蔬菜示范园， 就规划蔬菜

种植面积 3000 亩。 通过土地流转、

带动就业等方式， 让贫困户户均增

收 2000元以上。

而在整桥坪 - 江东坝区， 目前

蔬菜种植面积从 2016 年占坝区总

面积的 5

%

， 增长到如今的占 57

%

，

已采收辣椒 2362 吨、甘蓝 1200 吨、

茄子 750吨、豇豆 450吨；带动 3764

户 14680 人从事蔬菜种植， 其中贫

困户 626户 2301人。 渡马镇贫困发

生率由 2014 年的 24.42

%

， 下降到

2018年底的 5.1

%

，今年底将实现全

部脱贫。

桥坪 - 江东坝区的产业结构调

整，让今年秋天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也让当地农户脸上挂满了笑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如雄

桥坪 -江东坝区一角

扶贫干部在大棚指导村民种植

据新华社电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近日，各地积极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以多种形式唱响爱

国主义主旋律，培育家国情怀。

中国作协日前举办“见证新时

代、书写新辉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采访活动，组织 4 个采

访团分赴海南、贵州、江苏、上海、甘

肃、陕西等多地，深入城市社区、农

村乡镇、企业学校，了解国家发展和

社情民意，积累创作素材，以期创作

一批反映时代脉搏、展现人民奋进、

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

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欧阳

黔森在采访活动中说：“作为文艺工

作者， 我们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塑造更多鲜活的

人物，讲述更多生动的故事，不断推

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以优秀的文学

和影视作品滋养人、鼓舞人。 ”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恰逢古田

会议召开 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心连心” 艺术团主创团队一行

近日走进福建龙岩市， 进行为期 3

天的初步采风，为 12 月赴当地的慰

问演出进行准备、拓展思路。

“从风情浓郁的客家土楼到美

丽乡村的绿水青山，3 天的实地考

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闽西对新

中国成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

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让我们看到了

在新时代闽西儿女的努力奋斗下，

闽西大地熠熠生辉的美好未来。 ”

本场“心连心” 总导演张骥表示，

回京后，主创团队将立即对考察中

掌握的演出素材进行梳理，致力向

全国人民奉献一场难忘的 “心连

心” 文艺演出。

话剧《雄关漫道》、越剧《枫叶

如花》、京剧《渡江侦察记》……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在杭州举办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上演了

11部包含话剧、歌剧、瓯剧、绍剧、甬

剧等多个剧种在内的优秀作品，吸引

近万名观众走进剧院观看演出。

此外，湖北省还举办“向人民

汇报” 摄影艺术展、书法作品展等

系列展览，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春风化雨

以文化人

各地开展文化活动

培育家国情怀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2 日从贵

州省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中国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原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

理刘自力涉嫌受贿罪一案，经贵州

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依法

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刘自力享有的诉讼权

利，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

人的意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被告人刘自

力利用担任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茅台原总经理

刘自力被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