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部“励志大使”赵清武：

坐着轮椅创业
成为脱贫榜样

孙力民宜宾办企业

助力脱贫攻坚
带动一方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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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73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内江、遂宁、
巴中
良：泸州、眉山、宜宾、乐山、资阳、德阳、
南充、雅安、广安、达州、自贡、西昌、广
元、绵阳

9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8—118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1月9日开奖结果
7星彩第18131期全国销售15966138

元。开奖号码：1991519，一等奖2注，单注奖
金500万元；二等奖74注，单注奖金3028元；
三 等 奖 316 注 ，单 注 奖 金 1800 元 。
23382776.0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306期全国销售15081506
元。开奖号码：000。直选全国中奖75235
（四 川 4617）注 ，单 注 奖 金 1040 元 。
8749892.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06期全国销售11421844
元。开奖号码：00058。一等奖222注，单注
奖金10万元。239738138.3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8147 期全国销售
30120284元。开奖号码：10313300330111，
一等奖全国中奖167（四川4）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4113（四川14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47期全国销售
19716044元。开奖号码：10313300330111，
全国中奖18681（四川911）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52期全国
销售337418元。开奖号码：331033311131，
全国中奖1（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57期全国销售
845462元。开奖号码：21010011，全国中奖
24（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8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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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锯了一条腿，另一条腿失去知觉，
终身与轮椅为伍；妻子不堪生活压力，
服毒自杀；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南充
市南部县老鸦镇松林村村民赵清武面
对逆境不消沉，学会自理、养大孩子、修
好房子、发展产业，摆脱了贫困。

今年2月，赵清武被评选为南部县
2017年度脱贫攻坚类“最美南部人”，
10月又被评为“四川脱贫榜样”。

船破偏遇顶头风
1997年，赵清武在新疆下井挖

煤时遇事故，锯了一条腿，另一条腿
失去知觉，终身只能与轮椅为伍。

船破偏遇顶头风。回到南部老
家后，赵清武长时间睡在床上或坐在
轮椅上，身上长满褥疮，其他并发症

频繁袭来。1999年9月，妻子不堪生
活压力服毒自杀，留下一个10岁、一
个11岁的孩子。

妻子过世后，赵清武并未沉沦。
他在床架子上吊了根绳子，用手拉着
绳子慢慢学会上下床。没人洗衣服，
他就把脏衣放在桶里，加水后用木棒
在桶里搅。坐在轮椅上，还学会了煮
饭……2001 年，赵清武生活能自
理了。2005年，他还学会了拉二胡。

当地政府、村社对赵清武进行帮
扶。那些年，赵清武生活来源是煤
矿发的伤残补偿金，还有政府发的
低保、救济、残保，以及亲戚的接
济。两个儿子读书也全免费。一家
三口在亲朋的帮衬和政府帮助下挺
了过来。

坐着轮椅创业
赵清武不想一直给别人添麻

烦。2014年，在脱贫攻坚战中，他决
定办个挂面加工厂。

赵清武向帮扶干部说起贷款办
厂之事，帮扶干部马上协调解决了贷
款问题。很快，他的挂面加工厂开张
了。

挂面加工厂共有5人：除一个合
伙人四肢健全外，赵清武和另3人
都是残疾人。赵清武经营方式灵
活，他从外地买来麦子磨成面粉、加
工成挂面，再销售出去。村民也可
提供麦子，由他加工并收取一定的
加工费。

加工厂生产的挂面很受市场欢
迎，赵清武买了残疾人三轮车，开车
送面到县城。他的挂面还通过电商
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现在，他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励志大使”。

“我不相信坐在轮椅上，就不能
自食其力。”下一步，赵清武还准备发
展蔬菜面、韭菜面，再开一个酒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汪仁洪

赵清武正在生产挂面。 孙力民（右）到贫困户唐世美家中了解情况。

2014年，来自黑龙江的孙力民
来到宜宾市翠屏区明威镇平岩村，一
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山水，创建了
宜宾明威申酉辰农业有限公司，投资
打造沉香和茶叶种植基地以及大型
水上乐园。

从那时起，孙力民在这个川南乡
村行走了整整4年，几乎所有村民都
认识他。他的申酉辰公司，成为明威
镇脱贫攻坚战最有力的助推器。

“水世界”成脱贫加速器
44岁的唐世美小时候患小儿麻

痹症落下残疾，只能依靠双拐行走，
无法从事田间劳动。丈夫胡陆金为
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2013年，
唐世美被列入村里贫困户。

2016年，申酉辰公司在平岩村
建起了占地2000亩的凤垚香谷水世
界。胡陆金成为水世界的保安，每月
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下半年
水世界进入淡季，他就做家传的小泡
粑走村串户叫卖。“加上上班的工资，
一年收入3万多元。”唐世美开心地
说，我们现在是真正脱贫了。”

平岩村村委会主任陈刚扳着指
头算了一笔账：流转了土地的村民
每亩地一年可以得到六七百元的流
转收入，水世界旺季时，有500多村
民去打工。“到去年，平岩村27户贫
困户全部实现了脱贫。”陈刚说，其
中有近10户是借助申酉辰公司实现
脱贫的。

扶贫的重点在“扶”字
患有慢性病的村民罗三江如何

脱贫？孙力民以企业家的思路帮忙
解难，帮助罗三江将农舍打造成具有
川南特色的乡村农家乐。依靠经营
农家乐，罗三江实现了每年保底收入
5万元，彻底摆脱了贫困。

对于扶贫，孙力民的观点是重点
在“扶”字。“罗三江的困难在于没有
路子，我们帮他把基础打起来，有了
路子，再扶他一把。他就可以依靠自
己的努力脱贫了。”

种植加工解决就业5000人
申酉辰公司在明威镇海拔高度

适合的区域流转了7300余亩土地，
建成茶业基地3000多亩，种植沉香
树3000亩，还种植了红豆杉、连香树
等珍稀树种8万余株。

在明威场镇，有机茶加工厂施工
已接近尾声，该厂投产后，年产值可
达4亿元人民币。这个项目可以为
总人口1.6万人的明威镇带来就业岗
位5000多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章采

周末玩什么？
去“锦绣四川·好戏连台”看剧吧！

周末没有好去处？不如走进剧场来一
场艺术的享受。川剧、音乐剧应有尽有，让
你度过一个难忘的周末。

11月11日晚，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
龙山伯爵》将在四川歌舞大剧院演出；

11月11日上下午，俄罗斯百变形体剧
《魔法师的白手套》将在凯德天府-自由戏剧
亲子微剧场连演3场；

11月11日晚，彝族音乐剧《博什瓦黑》
将在成都黑螺艺术空间演出；

11月12日晚，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
将举行但昭义教授获奖学生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经典钢琴作品音乐会；

11月13日晚，自贡市川剧艺术中心将
在四川省歌舞大剧院演出大型抗战题材川
剧《还我河山》；

11月13日至15日晚，凉山彝族自治州歌
舞团将在锦城艺术宫演出民族歌剧《彝红》。

2018“一带一路”大学生网球挑战赛

成都体院队闯入半决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闫雯雯）11月 9

日，2018“一带一路”大学生网球挑战赛最
后一轮积分赛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打响，成
都体院队虽已没有出线压力，但还是与莫斯
科大学队打得难解难分。最终成都体院队
险胜对手，获得小组第一。他们在半决赛中
的对手是浙江大学队，这意味着在决赛中至
少会有一支来自中国的球队。

小组赛中，成都体育学院和莫斯科大学
被分在了B组，两队在打最后一轮之前都已
提前出线，因此这场强强对话实际上关乎的
是两队的排位。最终，成都体育学院战胜对
手，排名小组第一出线。

比起B组的形势明朗，A组一直到最后
一场比赛打完之前还存有悬念。拉夫堡大
学、孟买大学和浙江大学都有出线可能，特
别是由于本次比赛的赛制为胜局积分制，每
场比赛最高能够拿到60个积分，因此别具
悬念。最终，拉夫堡大学以141个胜局位列
小组第一，浙江大学以139个胜局列第二。

半决赛采取交叉淘汰赛制，成都体院将
与浙江大学争夺一个决赛名额，拉夫堡大学
则与莫斯科大学争夺另一决赛席位。决赛
中的胜者，将在明年澳网期间前去观赛并参
加澳网学院的训练活动。

攻坚
百天取缔非法经营户308家
“牛棚子”污染史彻底翻篇

11月 9日下午，天气微凉，在
“牛棚子”片区，一群村民聚在村里
小商店门口闲聊。远处一位农妇正
在地里翻土，旁边的蔬菜翠绿，长势
良好，一派悠闲和谐的田园风光。

安逸生活的背后，是东兴区对
“牛棚子”的百日攻坚。这个自上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的“收荒
场”，曾经营着400多个品种的废旧
物资回收，却没有治污设施，物资
乱堆乱放，当地称之为“晴天扬尘
满天，雨天污水横流”。

“‘牛棚子’是一个顽疾，我们
很早就在进行治理，但都是以整改
为主。”内江市东兴区椑南镇党委
副书记林鑫坦言。直到2017年11
月，在以往工作基础上，东兴区借
力环保督察，举全区之力取缔“牛
棚子”。

在这场攻坚行动中，东兴区联
合42个区级部门，抽调261名精兵
强将组成工作小组。在强力推进
下，到2018年2月，取缔“牛棚子”
片区废旧物资非法经营户308户，
销售、消化、处置废旧物资32862
吨，清运废旧物资垃圾8170吨。

百日攻坚成果显著——“牛棚
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改变
昔日非法经营户改行做餐饮
“垃圾围城”变身缤纷小镇

“昨天做了一单，今天才把家
什拉回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椑南镇沙石村5队时，村
民卢德华正从货车上将厨房工具
搬下来，“我的菜味道好，价格又合
理，生意还不错。”说起自己的餐饮

“一条龙”，他很得意，现在他在椑
南镇附近已有了较大名气。

很难相信，如今餐饮做得风生
水起的卢德华，去年还是废旧物资
经营大户，废旧物资存量一度达

400余吨。现在他的家门口已看不
到任何废旧物资，土地翻新后种上
了蔬果。

非法经营户被取缔完，但是如
何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其实，在取缔废旧物资非法经
营户的同时，东兴区西南循环经济
产业园区也在同步建设，东兴区供
销联社副主任张成富介绍，东兴区
投资上百万在产业园区建设了
9700多平方米的硬化地，用于废旧
物资堆放经营。目前，有十余家废
旧物资经营户搬入了西南循环经
济产业园区内营业。

至此，一座“垃圾围城”开始彻
底向缤纷小镇蜕变。

修复
打造沿线8公里绿化景观带
将重构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空气中没
有了废旧物资的那种恶臭，道路更
通畅了！”椑南镇红庙村5组村民钟
厂宜笑着说，现在的生活是越过越
健康。对此，林鑫感慨不已，“这一
切来之不易啊！”

其实，对于东兴区而言，取缔
只是第一步，漫长的修复善后工作
才是重中之重。

“2月底取缔完成后，我们就开

始着手进行环境修复工作。”林鑫
告诉记者，东兴区落实资金400余
万元，在废旧物资搬离后的空地及
公路周边，通过栽植紫薇、三角梅、
樱红李等景观植物开展生态绿化。

在321国道旁，已铺上绿草，紫
薇等植物在风中摇曳。除此之外，
后续东兴区将全面启动椑南镇三
湾片区土壤修复工程，着手在321
国道椑木高速路入口至椑南镇区
段两侧打造长8公里、宽20米的绿
化景观。

“我们希望加快重构椑南镇
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林鑫说，
要让椑南镇成为名副其实的“缤
纷小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马梦飞 摄影报道

取缔“收荒场”后的牛棚子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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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最大“收荒场”
牛棚子被取缔

内江市东兴区椑南镇村民：这才是记忆里的美丽家乡

“变化简直太大了，可以说做梦都不敢想！”说起今年家乡的变化，陆桂英感慨万千，40多岁的她没有想过自己有
一天还能看到记忆中的乡村。她的家乡在内江市东兴区椑南镇“牛棚子”片区，这里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收荒场”。

从去年开始，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在处置32862吨废旧物资、清运8170吨垃圾后，这座困扰当地居民40年
之久的“收荒场”，成功实现了华丽蜕变，让当地百姓切实感受到了环境改善所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