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浩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四川08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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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
小雨
小雨

晴转小雨
小雨
阴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7-23℃
8-15℃
16-22℃
18-24℃
14-18℃
14-20℃
14-20℃
14-20℃
14-21℃
15-21℃
15-21℃
14-20℃
15-20℃
15-20℃
15-20℃
15-20℃
14-21℃
13-21℃
14-21℃
16-22℃

晴转小雨
小雨

小雨转多云
小雨
小雨
阴

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阴
阴
阴
阴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8-23℃
8-14℃
17-24℃
18-27℃
12-14℃
12-17℃
12-17℃
12-18℃
12-16℃
13-18℃
13-18℃
12-17℃
13-18℃
13-18℃
13-18℃
13-18℃
12-19℃
13-17℃
12-18℃
13-19℃

15-21 C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偏北风3- 5级

13-17 C
阴天有间断小雨
偏北风4- 6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8时）
AQI指数 59 空气质量 良
优：广元、雅安、泸州、西昌、广安、德阳、乐
山、达州、资阳、绵阳、内江、南充、巴中、马
尔康、康定、遂宁、宜宾、自贡、攀枝花
良：眉山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3开奖结果

体彩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9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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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圆梦
系列报道

一夜秋雨后，碧空如洗，湛蓝澄
澈。国庆前夕，毗邻省道S216的德阳
绵竹市麓棠镇玫瑰新村里歌舞声、欢
笑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老老少少相
携而来，共赴一场欢度国庆的群众文
化盛宴。

戴好口罩、扫描健康码后，顺着宽
敞整洁的村道走进玫瑰新村，十余位
身着清代服装的“年画仕女”骑着自行
车迎面而来，鲜艳的服饰、古典的扮
相，仿若从年画中走出来一样美不胜
收，让路旁围观的游客眼前一亮。

随着人流前行，忽见一处云雾缭
绕的“仙境”，湖水微漾、轻烟袅袅，伴
随着缕缕琴音，不时有衣袂飘飘的汉
服姑娘缓步而来，举手投足别有一番
古典味道，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拿
出手机、相机拍个不停。位于湖边的
木版年画展示区也是人头攒动，刷墨、
拓版、印花……在年画艺人的指导下，
大家纷纷现场体验起木版年画拓片制
作，亲手画一幅年画仕女图或事事如
意的“福”。

听说玫瑰新村要举办一场文化活
动，当天上午，游客罗柳依和朋友特意
驱车前来。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
出、古韵悠长的旗袍秀、妙趣横生的被

单戏、品种多样的特色农产品，让她们
既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

“玫瑰新村真是太美了，住在这里
的人一定特别幸福，真羡慕他们啊！”
穿行在玫瑰新村内，一路绿意盎然，花
团锦簇，路旁画着五彩年画的民居错
落有致，远处青山与绿竹相依相偎，一
幅悠远宁静的乡野风景图让游客王卫
不住赞叹。她说，绵竹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新农村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处
处都像是旅游景区。

“现在村里的路宽了，景色美了，
来耍的人更多了，大家的幸福指数越
来越高。”麓棠镇玫瑰新村村民熊兴兰

说，乘着新村建设的东风，村民们也赶
起了“旅游集”，在路边售卖野菜、土鸡
蛋、茶叶、玫瑰饼等农产品，收入比以
前好了很多，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据了解，近年来，麓棠镇玫瑰新村
以“国家玫瑰公园”为载体，奋力推进
三产融合，通过基础设施改善、产业转
型发展等途径，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
思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和特色产
业，形成集美食、文创、民宿等多种元
素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创意型村落，
努力打造“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
幸福美丽新家园。 唐妮牟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

四川绵竹：年画元素点缀美丽新村

近日，在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花
洞村易地扶贫搬迁聚居点，脱贫户段
利君正在家中打扫着卫生。

段利君今年 56 岁，早年因病致
贫，一家一直生活在一栋土坯房中。

2018年，内江市市中区区委区政
府为他家落实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一家人搬进了易地扶贫搬迁聚居点一
栋两层小楼中。

“现在住在这个易地扶贫搬迁聚
居点，房子不漏雨，晚上可以安安心心
地睡觉，雨落得再大都不怕。”段利君
对“新房子”十分满意。

据统计，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内江市市中区先后在花洞村落实
易地扶贫搬迁19户，危房改造41户。

与此同时，花洞村还对20公里的村道
进行了硬化，建成了总面积 450 平方
米的党群活动中心。

段利君一家住房条件改善的同
时，他还在本村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里务工。通过当地发展的产业，他还
流转了土地。目前，段利君在蔬菜基
地工作年收入可达上万元，流转土地
年收入 1000 多元，儿子在成都上班，
日子越来越好。

近年来，内江市市中区通过招商
引资方式，大力扶持企业和专合社在
花洞村发展柑橘种植、大棚蔬菜、水产
养殖等特色产业。目前，花洞村全村
有四家业主，土地流转面积达1600余
亩，当地 200 多位村民实现了就近就

业，稳定增收。2020 年，花洞村贫困
人口年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

花洞村美丽乡村建设成效颇丰，近
年来还吸引了返乡创业青年，今年22
岁的周礼就是其中一位。

据周礼介绍，他大学期间学习的
景观园林设计，2019 年毕业，在外求
职一年后选择返乡创业，并在花洞村
做起了水产龙虾养殖，一年下来收入
能达到10万多元。

花洞村第一书记夏卫博表示：“下
一步，花洞村将进一步提升完善村上的
基础设施，深入推进乡村治理，走产业
融合发展的道路，帮助村民致富增收。”

杨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
记者 贾娇

稳产业稳增收是巩固脱贫成果的
关键。近年来，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
推进种养结合，让脱贫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我自己有两亩多茶叶，都是乌牛
早，采茶每年最早腊月二十多号就开
始了，每斤能卖 50 多元，一年能卖
10000多元。”10月11日，家住腾达镇
官井村8组的脱贫户陆青龙 ，一大早
就在猪圈、茶园两头忙活。这两年，靠
着生猪养殖和采茶，陆青龙家日子越
过越好，房子也新盖了一层。

与之类似，在官井村 5 组，今年
32 岁的田洪文和父亲田连书除了采
茶，还要照顾牛圈里的 7 头牛。这两
年靠着种养收入，他们家房子修起来
了，家具家电也置办齐全了。“我家里
的产业就是喂牛，2016 年养了一头，
今年已经养了 7 头，今年产了两头牛
犊，10月末还有两头要产仔。茶叶种

了 4 亩。现在我家里收入越来越多，
生活越来越好了。”

据介绍，2019 年 12 月村建制调
整，将腾达镇原来的官井和泉水两村
合 并 成 官 井 村 。 全 村 共 1099 户 、
4065 人，产业以茶叶为主，辅以肉
牛、生猪养殖。辖区内有茶叶、木材
加工企业 10 余家，现有茶叶种植面
积 5000 余亩。

“脱贫攻坚期间，我们官井村全村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5户、282人，已
实现全面脱贫。2019 年全村集体经
济总收入 12.5 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
达 180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1.85 万
元。”官井村党支部书记付勇堂说，下
一步将按照“一路两园三产业”的思
路，着重抓好中药材、茶叶产业、第三
产业，全面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陈俊 宋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杜卓滨

内江市市中区花洞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宜宾筠连：种养结合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骑行在玫瑰新村里的“年画仕女”。

官井村村民在茶园里忙碌。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21117 期 全 国 销 售
279505700元。开奖号码：11、18、21、22、33、
05、06，一等奖基本8注，单注奖金8355835
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6684668元。二等奖基
本169注，单注奖金61934元。追加51注，单注
奖金49547元。三等奖386注，单注奖金10000
元。1124390424.9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1272期全国销售27068468
元。开奖号码：028。直选全国中奖5510（四
川57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18045（四川1270）注，单注奖金173元。
44478822.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1272期全国销售14144872
元。开奖号码：02821。一等奖99注，单注奖
金10万元。343563790.16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21121 期 全 国 销 售
37542034元。开奖号码：03133303310301，
一等奖全国中奖121（四川11）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4044（四川279）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21期全国销售
14605670元。开奖号码：03133303310301，
全国中奖18632（四川1045）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21期全国
销售544826元。开奖号码：133333131011，
全国中奖32（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121期全国销售
2407818元。开奖号码：32300111，全国中奖
120（四川6）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13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