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泰，今年32岁，雅安市硗碛藏族乡村民，泽根
村村委委员。10多年来，从硗碛老街上开小卖部，
到跑运输，再到发展旅游接待、特色养殖，阿泰从一
个放牛小伙成长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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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参与创意绘画大赛

作品要求
以手绘图画的方式展现

四川的风土人情和近年的变
化，可以是城市代表建筑、风
景，也可以是美食、生活场景、
动植物等；作画形式不限，可
以用纸张、IPAD、墙绘、沙画等
形式，类型可以是创意画、手
绘、漫画等。

静态作品，请将作品扫描
成照片，分辨率不能小于300；

视频作品，请将沙画、绘
画视频，编辑成3分钟以内的
短视频提交；

所有提交作品，必须为参
赛者本人原创。

1、将参赛作品(静态作品
需扫描成照片)发送至大赛邮
箱：shsc@thecover.cn，同时请
提交参赛者姓名、联系方式、
个人简介、作品简介。

2、打开封面新闻APP，进入
四川页卡“手绘四川乡土新教
材”专题，点击报名通道页面，或
打开封面新闻APP，点击右下角

“我的”，然后点击“封蜜CLUB”，
最后点击“手绘四川乡土新教
材”活动页面即可报名参与。

3、咨询方式：请加活动QQ
群617235778。

川人看四川 6

从放牛小伙到藏家乐老板
藏乡巨变：阿泰的十年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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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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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转多云
阵雨
小雨

多云转阵雨
阴转多云

多云
阴

多云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多云
阴转多云

多云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阴
多云转阴

多云
多云
多云

小雨转多云

4-1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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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5-17℃
13-25℃
17-28℃
16-30℃
17-30℃
19-29℃
16-31℃
16-32℃
19-32℃
17-33℃
16-32℃
16-30℃
18-31℃
19-33℃
17-3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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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10日空气质量

成都（18时）
AQI指数 10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
良：攀枝花、巴中、西昌、达州、眉山、资阳、
广元、雅安、广安、内江、绵阳、泸州、乐山
轻度污染：南充、自贡
中度污染：德阳、宜宾、遂宁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7—113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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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缺牙了么？
周六专场特惠免费做种植牙

晚年生活该是享受的，可缺牙令人恼火；假
牙容易磨痛嘴巴，发臭，嚼不烂饭菜，容易掉。
而目前采用经济实惠的部分修复种植方式恢复
半口/全口缺牙，受到市民广泛好评，打进健康
热线咨询的人越来越多。

省更多：现场有优惠，还有鲜花礼品拿
5月13日，96111健康热线携手爱心单位

举办种植牙专场活动：现场可观看名医亲手操
作的种植牙手术全过程，领取鲜花，礼品；可抽
取免费、半价种植牙，500元种牙券；带上结婚
证，结婚年数可当钱花，如结婚50-59年可当
500元现金花，以此类推。有缺牙、牙松动、假
牙不适、牙修复失败者，均可拨打028-96111
报名参与。
市民优选：植入2颗/4颗，恢复半口/全口缺牙

种植牙如真牙，咀嚼有力，舒适美观，稳固，
保养得当可使用40年以上甚至终身，成为越来
越多缺牙者的优先选择。

其实如缺牙颗数少，可选择缺哪颗种哪颗，
不伤邻牙。半口/全口缺牙，可选择部分种植，
即种植2颗恢复半口，种植4颗恢复全口缺牙，
患者少受很多疼痛，术后愈合快，可省下一大笔
治疗费用。对牙槽骨条件差的半口/全口缺牙
者，部分种植是他们重拾“真”牙的好机会。

名额有限，预约免费请尽快
此次种植牙专场特惠，提供50个免费拍片

检查名额，到场还可抽取免费种植牙名额，领取
鲜花和礼品。

有情怀/
搞种植，
与村民分享技术共致富

藏家乐生意刚有起色时，
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硗碛乡
距离震中直线距离几十公里，
受损严重。所幸传统建筑抗震
性好，地震后的藏家乐主体结
构并无大碍。

彼时，通往夹金山的公路
成为前往地震灾区的生命通
道。夫妇俩从山上接下山泉
水，为运输救援物资的大车免
费加水、洗车，“大车司机绕道
600多公里，给灾区百姓送去
水和粮食，留他们吃个饭再走，
他们都不肯。给他们洗洗车，
算是尽点我们心意。”

也就是在这年，阿泰积极
申请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

地震后一段时间里，阿泰
的藏家乐也受了一定影响。“但
那段时间金针菇价格不错，我
把土地流转出来一部分资金，
用来学习金针菇种植技术，成
立了金针菇合作社。”每年冬
天，他都会带着自己出产的金
针菇，到成都参加农产品展销
会，既是推广也是学习。

“一个人赚钱不算好，乡里
乡亲都有钱赚才是好事情。”阿
泰对自己掌握的金针菇大棚种
植技术毫无保留，只要村里有
人来学习，他都乐于分享。栽
培金针菇的菌包也是非常好的
肥料，周围乡亲都来索要，阿泰
也全部免费奉送。

变面貌/
灾后重建，
国家兴建“致富路”

修车工具和便携加气泵曾
是阿泰汽车后备箱常备之物，
那也是前几年无数次抛锚在路
上的回忆。10年时间，从最初
的摩托车到越野车，阿泰的车
换了4辆。雅安市区距离硗碛
乡100多公里的路程，曾经要
经过飞仙关这个堵点，还要经
过铜头峡的蜿蜒山路。夏天暴
雨过后，一路飞石不断，遇有塌
方断路，几天不能进出是常有
的事；冬天道路结冰，开车的人
更是战战兢兢。

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后，
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国家投
资20多个亿，新建了连接雅安
和宝兴的省道351线，也对宝
兴到夹金山的公路进行升级改
造。雅安到硗碛乡的车程为此
缩短了两个多小时，沿途的隧
道也让出行更安全。

“之前客人一大早从雅安
出发，如果不堵车，还可以赶到
吃中午饭。如果遇到塌方、堵
车，我们中午准备的菜留到下
午，客人都还可能到不了。不像
现在，客人早上从雅安吃了早饭
出发，打个电话，我们还没有准
备好，客人都到家门口了”。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早已成为过去。道路更好更安
全，不仅自己进出方便，带来的
客人也多了，阿泰的藏家乐生意
越来越红火。“路修好了，我也准
备再换辆好车跑跑。”阿泰说。

变思维/
从靠山吃山，
成为保护自然向导

“吃一次快餐，坐一次大巴
车，带外面的人去自己的牛场
看星星。”说起曾经的三大心
愿，阿泰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三个愿望早已实现，但带着外
面的人去牛场看星星仍值得说
道说道。

阿泰家的牛场在海拔4000
米的夹金山深处，30多头牦牛
散养在大山之中。这些牦牛曾
经是阿泰一家重要的经济来
源。如今，牦牛依然散养在山
上，阿泰对山野的感情也从靠山
吃山到爱山懂山进行着转变。

而此时的致富能手阿泰则
又多了一个身份——保护自然
教育向导。每到夏天，国内几
家知名的自然教育机构，都会
请他带着城里的大人小孩，深
入山野之中，为他们讲述各种
动物植物和野外生存的技巧。

“山里和城里我都呆过，之
前我也曾经向往过城市生活，
这些年下来，我才发现，是各有
各的好。”阿泰夫妇留意收集了
许多反映当地生产生活的老物
件，同时也努力学习和保护当
地传统锅庄文化，按照他们的
想法，今后要单独在藏家乐辟
出一块区域，以展示他们所从
属的嘉绒藏族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杨涛 摄影报道

西成客专即将开通
先看看手绘版过把馋瘾

“阿泰，我们 14个人，现在
雅安出发，中午到你家吃饭。”
2017年4月30日中午，“五一”小
长假第二天，雅安市宝兴县硗碛
藏族乡泽根村，雨过天晴，一圈
七彩日晕环绕在太阳周围。

无暇抬头欣赏美景，阿泰
忙着招呼藏家乐里南来北往的
客人。手中电话不停响起，大
都是熟客们打过来要阿泰预留
食宿。这样迎来送往的忙碌场
景，对经营藏家乐的阿泰来说
已习以为常。

今年 32 岁的阿泰是硗碛
藏族乡村民，泽根村村委委
员。10多年来，从硗碛老街上
开小卖部，到跑运输，再到发展
旅游接待、特色养殖，阿泰从一
个放牛小伙已成长为当地的致
富带头人。

有眼光/
质疑中，
他修起了藏家乐搞旅游

夹金山下的硗碛藏族乡泽
根村，是雅安市最北端的一个
行政村。阿泰的藏家乐就在去
往夹金山的必经之路上。

2003年，阿泰在跷碛乡老
街经营一家皮鞋店。其时，距
离当地新建的水电站蓄水时间
日益临近，是选择自谋出路，还
是去规划好的集中居住点，阿
泰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
和如今遍布村里的藏家乐不
同，2004年，当阿泰修起这栋
三层楼的藏式小楼准备搞旅游
接待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我们这个地方天远地远，
怎么可能有人来耍？当时听到
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我也感受
到压力。”对于周围亲友的质
疑，阿泰轻轻一笑，并未申辩。

从过路的司机到自驾游游
客，阿泰夫妇俩都以诚相待，藏
家乐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当
时质疑我的人不说话了，都悄
悄跑来取经，也回去修藏家乐
去了。”阿泰笑着说。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53期开奖
结果：06、19、20、22、26、01、11，一等奖6注，每注
奖金8272809元；派奖6注，每注奖金1388888
元；一等奖追加2注，每注奖金4963685元；派奖
2注，每注奖金833332元。二等奖76注，每注奖
金 127008 元。二等奖追加 42 注，每注奖金
76204元；三等奖863注，每注奖金4423元。三
等奖追加445注，每注奖金2653元。（36.25亿元
滚入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000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23期开奖结果：
492 直选：4847（259）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5886（812）注，
每注奖金173元。（332.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23期开奖结果：
49205 一等奖：32注，每注奖金10万元。（2.72
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夹金山深处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是阿泰和家人的牛场，牦
牛养殖曾经是他们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学习了金针菇栽种技术后，阿泰将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周围亲友。

参与方式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23期开奖结果：008，单选441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741注，单注奖金346元，组
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053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1、11、24、23、
04、20、22，特别号码：06。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
1492388元.二等奖6注，单注奖金35533元。奖
池累计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对于四川的吃货
们来说，西成客专将

于2017年内开通的消息已让大
家兴奋了许久。9日，更是有一
个好消息传来了，本月下旬，陕
西段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这
意味着，西成客专朝着开通运
营又迈出坚实一步。

啧啧啧，一听到这个消息，
感觉口水都要往外喷了，西安
的肉夹馍、羊肉泡馍、臊子面，
擀面皮，等着我，马上就要来
啦！可有人已经等不及了。是
的，咱们“手绘四川”创意绘画
大赛的参赛者们已经等不及
了，已经用手中画笔把“西成客
专”画了出来。

搭乘手绘版西成客专
去品味陕西美食

早上在西安喝碗胡辣汤，
吃碗羊肉泡馍，看下兵马俑，坐
三个小时动车，中午便能到成
都看大熊猫，再蘸着油碟儿吃
顿火锅，撸个串串儿，下午再坐
一个半小时动车，晚上就能到
重庆，逛逛朝天门，再尝下重庆
的火锅……

没错，即将开通的西成客
专就是如此便捷！

电子科技大学手绘社团的
学生们已是跃跃欲试，便趁着
参加“手绘四川”创意绘画大赛

的时候，提前体验了一道“二次
元”的西成客专。看，过高架、
钻隧道，在享受速度便捷的同
时，一路上的风景也不错嘛！

是的，在此次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手绘四川”创意绘画
大赛启动以来，青年大学生参
与热情高涨，通过各自的视角
创作出手绘作品。特别优秀的
作品除了可以获得万元神秘大
奖外，还将被收录进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独家打造的四川

“乡土新教材”，并推向四川中
小学生的课堂。

成都美食也不少
30张图手绘来馋你

成都的吃货们心心念念着
西安的美食，难道，咱们成都就
没有美食了吗？

当然不是了，现在就让我
们用成都的美食来吸引下西安
的朋友们呗！看，一位名叫安
雪蔷的参赛者就一下子提交了
30张成都地道的小吃手绘图，
蛋烘糕、脆绍面、手掌面、小谭
豆花、凉粉、锅盔、糖油果子
……

看到这些，你有没有馋得
流下口水？

这你就要羡慕一下参赛作
者了，安雪蔷在提交作品时说
道，这些小吃，人家自己可是一
家一家去吃过的呀。

西安的朋友们，等着西成
客专开通，欢迎坐着高铁到成
都大快朵颐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张菲菲

电子科大学子所绘的西成客专。

安雪蔷手绘成都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