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进的阿妹戚托
——贵州三宝彝族乡整乡搬迁见闻

阿妹戚托，一支流传于贵州境内
的彝族原生态舞蹈，意为“姑娘出嫁
舞”，因其“踏地为节、以足传情”，被外
界称为“东方踢踏舞”，2014年入选国
家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晴隆县三宝彝族乡是阿妹戚托的发源
地。这里民族传统文化浓郁，却长期
贴着“贫穷”的标签。作为贵州20个极
贫乡镇之一，三宝乡2014年贫困发生
率仍高达59%。为了摆脱贫困，当地政
府对三宝乡进行整乡搬迁，迁出来的
群众被安置在县城阿妹戚托小镇。阿
妹戚托，承载着三宝的历史，也孕育着
三宝的未来。

困顿之后获新生
走进阿妹戚托小镇，只见褐墙灰

瓦、花窗雕栏的安置房依势而建、错落
有致，硬化的串户路打扫得干干净净，
绿化带里的花草更是色彩斑斓、生机
勃勃，身着民族服饰的老人正依着廊
亭栏杆飞针走线做刺绣。

“和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作为一名省城来的帮扶干部，宋
应龙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三宝乡时看
到的场景：大部分村民的房屋很破旧
且几乎都是“挂在半山腰”，路上到处
流淌着牛尿马尿，脸也不洗的小孩光
着脚满地跑。

“地瘦人穷文盲多。”三宝乡副乡
长刘金松说，三宝乡属高寒山区，人均
仅有9分地，粮食亩产仅350斤左右。
2014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县
平均水平低1500元，40%的群众为文
盲半文盲。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斩穷
根，当地政府对三宝乡进行整乡搬

迁。2017年9月，三宝的中小学率先完
成搬迁；2018年3月，第一批搬迁户入
住；今年5月底，全乡1233户5853人均
签订了搬迁协议，其中94.73%的村民
已搬迁入住，剩余的也将陆续搬迁。

刘金松介绍，为确保搬迁群众快速
融入城市生活，晴隆县着力加强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安置点配套建设了
医院、中小学校、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工服务站，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
群团组织开展社区融合活动。

阿妹戚托，在新时代的春风中重
获新生。

教育孕育新希望
作为阿妹戚托小镇配套建设的小

学，晴隆县第六小学吸纳了近500个三
宝乡孩子上学。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文
艺汇演，13岁的文安菲和小伙伴们自
编自演的舞蹈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
声。即将小学毕业的文安菲说：“总感
觉还没待够就要毕业了。”

“以前觉得上学很痛苦、很累。”原
住三宝乡大坪村的文安菲说，去乡里

的三宝学校，走路要1个多小时。有时
怕迟到早饭都不敢吃，冬天雾大还得
打着手电筒，到学校觉得特别累，第一
节课经常打瞌睡，放学回到家天都黑
了，还要帮忙放牛、割猪草。

现在晴隆县第六小学离安置点很
近，走路10分钟就能到。让文安菲不
舍的不仅是轻松的上学路，还有明亮
的教室、宽阔的操场和多彩的课外活
动。六小是寄宿制学校，为了丰富孩
子们的课余生活，学校开设了电子琴、
书画、棋艺等兴趣班，文安菲选择了电
子琴，每天放学后都能在琴房学琴1个
小时。

第六小学校长田超曾在三宝学校
任教13年，他对搬迁前后的变化也深有
体会。田超说，以前三宝的孩子上学

“起早贪黑”很辛苦，没有足够的精力，
基础比较差，“能坚持上完初中就很不
错了，考上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搬
进城不到两年，学校“小升初”成绩从倒
数第一上升到全县第五，一年级期末统
考成绩更是进入了全县前三。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田超告诉

记者，当时很多人是带着顾虑搬出来
的，主要的动力是下一代能受到更好
的教育，现在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很多
家长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下来了。

三宝人有了新选择
在家发展种植养殖或是外出打

工，这是搬迁前大多数三宝人的选择。
“之前确实不太想搬，怕找不到活

路做，现在让我回我都不回，生活环境
好，收入也稳定。”搬迁户陇忠云2018
年搬到县城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开垃
圾清运车的工作，一个月2800元，爱人
在小镇里打扫卫生一个月1800元。

“减去生活成本和路费，现在的收
入和外出打工差不多。”今年23岁的搬
迁户王坤之前一直在外面打工，但“心
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搬迁后，他
在小镇旁边的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工
作，“骑摩托车上班几分钟就到了，有
时间照顾老人小孩”。

搬迁户要“稳得住”“能致富”，就
业是关键。为解决就业，当地加快培
训服务体系建设，为搬迁户举办电商、
厨师、建筑工、刺绣等技能培训30多
期，覆盖1800余人次。

此外，为了鼓励搬迁群众自主创
业，当地政府还免费提供2000平方米
的商铺作为自主创业平台，曾长期在
外打工的贫困户陈勇慧就尝到了甜
头。2018年4月，陈勇慧搬到小镇后即
申请到了免费厂房开了家小型服装
厂，贷款有优惠，购买设备也有补贴。
陈勇慧说，服装厂主要生产苗族服饰，
正常经营一年能挣五六万元。

“搬迁改变了三宝乡的历史面貌，
正在改变三宝人的精神面貌，也将培
养一批新时代的‘追梦人’。”晴隆县委
书记袁建林表示，下一步，将全力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让搬迁
群众既“安身”又“安心”，加快实现“搬
得出、稳得住、快融入、能致富”的目
标。 （新华社贵阳6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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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四次努力成都终入夏
未来一周早晚多阵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因为
冷空气的“截胡”，今年成都的夏天来得
有些曲折，成都连续3次入夏失败一度
上了热搜。不过，该来的总会来。就在6
月7日深夜，成都市气象局官方微博宣
布，从气象学上来说，成都从5月31日开
始入夏了。

一般来说，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保
持在22℃以上，并且滑动平均气温也稳
定在22℃以上，才是真正的夏天。成都
常年入夏时间在5月22日左右，今年夏
天，迟到了几天。

夏天到了，雷阵雨也多了。记者从
成都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成都白
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多阵雨或雷雨，
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11日前后，
成都或将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9日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8
日晚上到9日白天，雅安、广安两市大
部，广元、绵阳、巴中3市北部，乐山、宜
宾、泸州、达州4市南部有阵雨或雷雨，
其中，宜宾、泸州两市的部分地方有中
雨，返程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白 杰 品 股

依然有效
问：上周四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一路

走低，盘中几乎没有像样的反弹，5G板块
更是利好兑现领跌各板块，最终两市股
指均创出本轮调整以来的新低，不过北
上资金连续第5日净流入。截至收盘，
两市涨停25只，跌停48只。技术上看，
沪指5连阴、深成指6连阴的走势，不仅
吞噬了前一周的阳线，就连有牛熊分界
线支撑的半年线也轻松失守，而两市成
交也因小长假因素持续保持在较低水
平；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继续失守5小
时均线，且60分钟MACD绿柱再度放大；
从形态来看，从5月初的开始反弹比笔
者预想的要弱得多，不仅没有上冲力度，
且多次破掉箱底，因此在6月1日这个重
要节点之后，市场再度下挫也在预期之
内，由于2800点至2850点不仅是底部区
域，且此处缺口补完与否对后续行情意
义重大，因此，不破不立依然在短期有
效，后市此番下探一旦完成，市场将再次
出现一个强反弹。期指市场，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增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受益于箱
体回拉的力量，短期市场止跌企稳可期，
消费股仍具备较大的吸引力。

资产：上周四按计划以4.42元加仓
南玻A5万股，以7.77元加仓ST昌九2万
股，以9.71元买入天银机电8万股。目
前持有南玻A（000012）35万股，大冶特
钢（000708）4 万股，鄂尔多斯（600295）
6.5万股，ST昌九（600228）10万股，晨光
文具（603899）2万股，天银机电（300342）
8万股。资金余额5183633.11元，总净
值10073633.11元，盈利4936.82%。

周一操作计划：南玻A、大冶特钢、鄂
尔多斯、ST昌九拟持股待涨，晨光文具拟
适当加仓，天银机电拟不低于10.5元高
抛。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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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当前，一些国家采取极端手段阻
断全球科技合作体系，中国旗帜鲜明
地表示反对。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
清单制度，意在为保障国家重大核心
优势技术安全树立坚固屏障，防范某
些国家利用中国的技术反过来遏制打
压中国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加强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略高
新技术和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加
强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科技保密

能力建设，保障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
全。从长远看，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
理清单制度，也将为我国实现创新驱
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奠定更加坚实
的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
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
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全体人民特别
是科技工作者辛勤钻研、艰苦奋斗，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在一些领
域已占据全球领先或优势地位。中华
文明5000年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善

于创造的中国人，代代传承，在一些传
统领域也创造了弥足珍贵的技术和工
艺。在当前发展阶段和时代条件下，
针对我国优势核心技术，建立国家技
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既是当务之急，
更为长远发展。

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以更加开
放的态度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基础上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这个
立场始终不会改变。

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改革开放
以来，正是在与世界交流互动、携手并

进中，中国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和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发展道
路，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也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发展红利。

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开放态度，
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在互利
共赢的基础上，与各国共同把握科技发
展的时代机遇，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
展路径。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全球
科技合作的时代大潮中，必将推动中国
与世界共同进步繁荣，让各国人民共享
科技进步福祉。 据新华社

北京时间6月8日晚，由亚洲足
球小姐王霜和王珊珊率领的新一
代“铿锵玫瑰”亮相2019法国女足
世界杯，遗憾的是，中国女足0：1不
敌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队，无缘开
门红。

这两支女足队伍都是传统强
队，中国队的最好成绩是1999年世
界杯亚军，而德国队则在2003、
2007年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此
前，两队历史交锋30次，德国队16胜
6平8负保持领先。两队世界杯交锋
一次，1995年世界杯中国队0：1负德
国队。值得一提的是，24年前的那
场比赛，现德国队主帅福斯·特克伦
堡曾作为队员上场。

德国队世界排名第二，也是夺
冠最大的热门。开赛前，中国队主
教练贾秀全表示：“我们的团队，我
们的女足姑娘们都希望通过世界杯
展示自己，打破历史的东西，能够有
一个好的结局。”

中国女足在上半场确实差一点
打破历史——第13分钟中国队险些
得分，可惜最后杨丽的射门打在德
国后卫身上稍稍偏出。第43分钟，
中国队前场形成二打二局面，杨丽
推射球打在门柱上弹出，张睿头球
补射被德国门将扑出。

上半场0：0，中国女足在下半场
派出了绝对球星王霜。德国队也对
中国一姐研究到位，几乎王霜每一
次拿球都会有至少两名球员包夹，

可谓“冻结”了霜姐。
中国队没有把握住机会，而德

国队则没有浪费——第66分钟，德
国队角球二次进攻，大禁区外格温
远射突袭，皮球绕过中国队封堵球
员，飞入球门。

最终0：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终
场。

虽然小输，但中国女足展现出
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面貌，直到
比赛结束前，队员们也没有放弃进
攻。

“我们创造出了很多机会，但在
最后一脚处理上不够自信，如果把
握住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
赢的。”赛后，中国女足老将张睿

说。上半场错失两次门前机会的杨
丽有些懊恼，“错失这样的机会，没
有把握住，感觉很对不住大家，如果
前面两个机会把握住一次，对后面
的心态都会逆转。”

在本届女足世界杯揭幕战中，
韩国女足0：4不敌东道主法国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我国将建立
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发展
改革委正牵头组织研究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以更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具体措
施将于近期出台。

为我国优势核心技术安全 建立坚实制度保障
□评论

0：1输德国
铿锵玫瑰无缘开门红

端午假期遇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这些精彩活动
你参与了吗？

6月8日是端午小长假第二天，记者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全省各地文旅
活动丰富多彩，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省文化
和旅游厅在成都锦城艺术宫举办了四川
省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非遗主题
歌舞展演《传承·创新》，为广大市民奉献
了一台精彩的文化大餐。

同时，各地文博场所推出了一系列
惠民服务活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免
费开放“太平有象——明清牙雕艺术
展”，杜甫草堂博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提供义务讲解服务。宜宾市博物院开展

“我们的节日——多彩端午意，香囊寄真
情”主题活动。内江张大千博物馆、邱笑
秋艺术馆等一批文化场馆全面开放。

此外，各地结合端午节特点，推出多
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节日活动。都江
堰的“旱地龙舟”、绵阳三台县的第四届
鲁班湖文化旅游节、北川的瓦尔俄足节
民歌比赛、巴中的三江龙舟节等活动深
受游客喜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端 午 节

亮相2019法国女足世界杯

中国队守门员彭诗梦在比赛中扑救。新华社发

这是6月6日无人机拍摄的贵州省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新华社发

河边玩耍意外落水

4学生溺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伍雪梅）6月8

日，宜宾市公安局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发布情况通报：2019年6月7日21时
25分，石鼓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孩子
下午出去玩要一直未回家，在黄沙河石
鼓乡小地名“石包沱”处发现了三、四个
孩子的鞋子和衣服，疑似溺水。随即，石
鼓乡党委政府和公安民警全力搜救，4名
学生被打捞上岸时已无生命体征。

经核查，4名学生均系石鼓乡六年级
学生，于6月7日15时30分许，4人到小地
名“石包沱”的黄沙河“踩水”玩耍时，意
外溺水身亡。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