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龙潭镇
沿江村，一座名叫鹦哥溜的溜索，被
称为“亚洲第一高溜”，它横跨400多
米宽的金沙江峡谷，是目前金沙江
上四川境内的最后一座溜索。随着
凉山州“溜索改桥”项目的推进，明
年5月，新的跨江大桥将通车，运行
17年的鹦哥溜也将退休，两岸8万人
的生活，即将发生改变。

从金沙江峡谷一路向北，凉山
州喜德县拉克乡四合村。23岁的幼
教老师吉克阿支，正带着孩子们做
游戏。在这个“一村一幼”幼教点，
58名孩子正在健康快乐成长。

再来到凉山州普格县特补乃吾
村。村民保期色哈，搬进了梦寐以
求的彝家新寨，家里的6亩烤烟和4
亩核桃长势良好，一家人信心满满
……

这个5月，6万平方公里的凉山
大地，一切都正在发生着变化。幸
福的种子，已经发芽。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面临脱贫攻坚的重大挑战。曾
经一步跨千年，今朝跑步奔小康。
过去五年，凉山飞速发展，GDP 由
2011年的1000亿元，增长到了2016
年的1403.9亿元。

未来5年，凉山将转型跨越，迎
来更大机遇。今年，凉山进入决战
贫困的关键之年，开始同步小康的
攻坚冲刺，将有500个贫困村退出，
13.47万贫困人口脱贫。按照计划，5
年内，凉山的11个贫困县将全部“摘
帽”，52.8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未来5年，凉山还将打造成为世
界级清洁能源基地、稀土钒钛战略
资源创新应用基地、国际阳光康养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重要的
特色优质农产品基地。

五彩凉山，万般风情。又是一年
花开时节，这段时间，凉山漫山遍野
的野生高山杜鹃花正在怒放。即将
到来的端午节，不妨来凉山，赏杜鹃
花海，呼吸清新空气，看满天繁星。

脱贫攻坚凸显彝乡巨变 转型跨越迈步绿色发展

五彩大凉山 跑步奔小康
5月25日，喜德县拉克乡四合

村“一村一幼”教学点。午饭时间，
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一荤一
素一汤。

这个幼教点共有58名学生，除
了有免费的营养午餐，下午还会供
应水果。老师吉克阿支说，这些孩
子大部分来自贫寒家庭，现在他们
的学习条件很好，学会了说普通
话，性格也变得开朗大方。

过去5年，凉山州15年免费教
育全面实施，安宁河流域6县市实
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2015
年 10月，凉山实施“一村一幼”计
划，截至今年3月底，共开办村级幼
教点 3069 个，招收幼儿 11.52 万
人，选聘辅导员7738名。

这是过去5年来，大凉山深处
又一个可喜的变化。但变化，不仅
限于此。我们来看一组数据：5年
来，凉山的地区生产总值，由2011
年的 1000.1 亿元，增加到了2016
年的1403.9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由 16038 元、5673
元，增加到25963元、10368元，居

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过去5年，西昌跻身全国综合

实力、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8个县
市经济总量过50亿元，4个县市超
百亿元。

过去5年，凉山新创国家A级
旅游景区14个，邛海成为了首批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旅游总收入，由
80.5亿元增加到301.6亿元，年均
增长30.3％。同时，还成功举办了
央视春晚凉山分会场演出、四川国
际文化旅游节、西昌国际马拉松赛
等重大活动，凉山的知名度、美誉
度显著提升。

2012年 4月，雅西高速通车，
2014 年，成昆复线开建……5 年
来，凉山的交通变化喜人。西昌青
山机场通航城市达到13个。从州
到县三级以上公路全面畅通，公路
总里程由2.14万公里增加到2.7万
公里，今年内将实现100%乡镇通
油路。

居民的幸福指数，在不断提
升。梦想与希望，已经在大凉山的
每一处，生根，发芽，开花。

5月25日，普格县特补乡特补
乃吾村，村民保期色哈骑着摩托车
赶集回家。进入村子的水泥路，远
远就能望见白墙灰瓦的新房。

特补乃吾村地处二半山区，保
期色哈是村里的 54 户贫困户之
一。3 年前，一家人年收入只有
5000多元，房子也是破旧的土坯
房。2014年，保期色哈的生活开始
发生改变。凉山州针对特补乃吾村
实施精准扶贫。在当地政府和烟草
企业的帮扶下，全村开始发展烤烟种
植，到2016年，面积已达800亩。同
时，村里还规划了3600亩核桃种植
基地，预计2020年前后就能挂果。

生活改变了，住房也要跟上。
2015年3月，特补乃吾村的美丽新
村项目开工了，共修建了186户彝
家新寨。在今年春节前，村民们高
高兴兴搬进了新家。

如今，保期色哈养了20多只
羊，加上6亩烤烟种和4亩核桃，年
收入预计将达到1.7万元。

保期色哈的生活之变，在如今
的凉山，随处可见。

过去5年，凉山州深入推进“彝
区十项扶贫工程”，制定实施“七个
一批”行动计划和“18个扶贫专项”，

全州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0.98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25.6%降至12%。建
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房6.96万
套，发放住房租赁补贴7.1万户，建
成新村新寨2570个。

特别是在2016年，凉山举全州
之力，打好了脱贫攻坚“第一仗”，实现
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全年454个
贫困村退出、11.35万贫困人口脱贫，
住上了好房子，也过上了好日子。

通过做大做强“1+X”林业生态
产业、“果薯蔬草药+加工+电商”农
牧产业、乡村旅游等产业，用好产业

扶持基金和帮扶项目，多渠道开辟
就业岗位……面对脱贫攻坚这一重
大任务，凉山不能停下脚步。今年，
还将有500个贫困村退出，13.47万
贫困人口脱贫。

根据时间安排表，2017年，安
宁河流域6县市贫困村全部退出，
2018年雷波、甘洛、盐源3县脱贫，
2019年普格、越西、喜德、木里4县

“摘帽”。到2020年，布拖、昭觉、金
阳、美姑4县脱贫，脱贫攻坚任务全
面完成。届时，将实现80%的行政
村建成新村，80%的村民入住新居。

彝乡巨变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今年春节，央视春晚在凉山设
立分会场，“春晚效应”凸显，凉山
旅游火爆，共接待游客403.79万人
次，揽金11.88亿元。

凉山，并不“凉”，而是一片充
满热情与希望的热土。凉山拥有
富甲天下的清洁能源、得天独厚的
战略资源、异彩纷呈的旅游资源、
独具特色的农业资源、绚烂多姿的
民族文化资源。

凉山境内还有着邛海、螺髻
山、泸沽湖、马湖、香巴拉木里等多
个绝美的旅游景区景点，是大香格
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区域。

未来凉山，将开启转型跨越之
路。通过深化产业强州、生态立
州、开放兴州“三大战略”，凉山将
重点打造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
业、绿色建筑、文化旅游、绿色特色
农业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凉山将大力推进工业转型升

级，整装开发水风光清洁能源，加
快发展钒钛稀土新材料、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汽车、药品食品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

今年，凉山还将大力实施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推进“旅游+”产业
计划，将安宁河谷打造为世界级

“农、文、旅”阳光生态走廊，构建金
沙江600公里高峡平湖观光休闲、

“香格里拉黄金水上走廊”旅游经
济带、大凉山彝族文化体验区旅游
经济带等，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打造国际阳光康养休闲度假
旅游目的地。

决战贫困、转型跨越。预计到
2020年，凉山经济发展水平将得到
全面提升，经济总量超过2000亿
元，一幅美丽幸福文明和谐新凉山
的崭新画卷，正在展开。

阿俄小沙 宋明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五年发展 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转型跨越 生态立州打造5大千亿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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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四川”大赛优胜作品将集结出版“四川乡土新教材”

四川，惊艳了时光

冕宁县美丽新农村。宋明 摄

外地客故地重游“不敢认”

下载封面新闻APP
参与创意绘画大赛

如何参加？
下载封面新闻APP

目前，“手绘四川”创
意绘画大赛参赛作品全部
展示在封面新闻APP专题
页面上。欢迎大家下载封
面新闻APP，打开“四川”
频道，找到“手绘四川”创
意绘画大赛专题页面，为
你喜爱的选手作品投票。

在党代会召开之际，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
手中的画笔，画出这五年
来我们生活的变化。

作品征集和投票环节
将于6月15日结束。

作品要作品要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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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交作品，
必须为参赛者本人原
创。

参与参与方方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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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绘
四川

最是那惊鸿一瞥才惊艳。今天
的“画家”蒋伟是个北京汉子，职业
为摄影师。而他的图，勾勒的是自
己在出租车上随手一拍的照片。

“就是今年五一，打车到红星路
三段，远远一看，简直不敢认，职业
病，拿着手机就顺手拍了。”蒋伟说，
这次在封面新闻APP上看到了“手
绘四川”创意绘画大赛活动，就想起
当时的场景了。

他2012年毕业旅行也是选择的
成都，当时这个吃货完全是被美食

吸引，游客必到的春熙路也是必须
走一遭。

“那时候 IFS没修好，哪来那么
高的楼嘛，都还围着呢！”他说，没想
到，5年时间过去了，当他再来成都游
玩时，朋友推荐的不再是春熙路，而是
红星路三段和纱帽街，IFS 和太古
里。打车一去，发现就挨着春熙路，而
且高端大气上档次，古香古色有内涵。

“感觉当年的繁华一下子蔓延
了一大片，时间过得真快呀！”蒋伟
连连感叹。

除了去游客必去景点，
蒋伟还去了很多文青必去小
巷子，川大附近、宽窄巷子附
近、天府一街附近……他发
现，成都几乎每个聚集地，都
会有成熟的商业体出现。吃
喝玩乐一站式解决，你甚至
可以在里面呆上一整天。很
多北京才有的大牌，在成都也
开了专柜。

说起成都，2012年奢侈
品消费额就仅次于北京、上
海，位居全国第三。国家统计
局成都调查队住户调查数据
显示，2016年成都市城镇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同比增
长8.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同比增长9.3%。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稳定器。省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去年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5501.9亿元，比上年增
长11.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
是，2016年四川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8808元，同比增
长9.2%，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0.8个百分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浩野

挣得多花得多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四川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于 5 月 24 日隆

重开幕。这5年，四川的风景
越来越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好。

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主办的“手绘四川”创意绘
画大赛中，参赛者们充满了奇
思妙想。黑白钢笔画、山水泼
墨画、水彩画、蜡笔画、油画
……林林总总，各有亮色。今
天刊登的两幅画作，来自一位
摄影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
自己抓拍的照片中的景象。

大家赶紧拿出画笔，画出
新生活吧！本次活动，活动组
委会将评选出50名参赛优胜
者的作品，集结成动漫版的

“四川乡土新教材”正式出版
发行，并走入四川中小学生的
课堂！

再见红星路 高楼林立瞬间被惊艳

蒋伟手绘成都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