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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乡村振兴有三大抓手
让百姓走上致富路

A02 下载游狗狗APP 跟着狗狗去旅行

彩票看台：福彩七乐彩第 2018006 期开奖：07

09 16 18 21 23 27+29；3D 第 2018012 期开奖：8

9 1；体彩七星彩第 2018005 期开奖：3 2 8 5 0 6

4；排列 3 第 18012 期开奖：4 3 7；排列 5 第 18012 期

开奖：4 3 7 7 3
主编 欧泓村 美指 李璐 版式 秦刚 徐剑 肖遵怡 吴静

图编 任琦 王小村 校对 汪敏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A02

渝贵铁路本月内就要开通运
营。昨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渝贵铁路开行
前夕，担当值乘任务的重庆客运段
组织了11名动妹到沿途站点提前
走了一圈，为你去寻找渝贵沿线独
特的美景。

11名动妹提前半月做攻略

渝贵铁路连接重庆至贵阳两座
西南重镇，沿途新设的12个站点串
联起两地人文、风景、历史，“渝贵双
城记”、“西南沿海一日还”等全新的
生活方式也即将变成现实。

“从川剧到侗族大歌，从洪崖洞
到千户苗寨，从重庆火锅到贵州酸
汤鱼，这些都将随着渝贵铁路的开
行成为现实，两小时的车程让人们

的生活随时自由转换。”重庆客运段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组织11名动
妹到渝贵铁路沿途站点进行了为期
11天的拍摄，就是为了提前将沿线
的美景展示给广大市民，大家可以
跟随这群动妹去体验、去探秘山城、
筑城不同的山水历史。

据了解，在这次探访中，11名动
妹到了有山城符号的长江索道体验，
也到了红色经典站点娄山关，以及神
秘魅力的民族风情千户苗寨等。

“我是第一次来到千户苗寨，第
一次接触了解苗族的风土人情。”
动妹吴媛媛说，她们提前半个月就
开始准备行程表做攻略，穿着统一
出乘着装沿途拍摄。“景点各有特
色，非常值得一去。”

首趟乘坐旅客将获大礼包

据了解，根据渝贵铁路开行计

划，重庆客运段进行了两轮人员选
拔，准备了200余名相貌甜美、业务
精湛、能力突出的动车组储备人
员，并进行为期 30 天的适应性培
训，对新线时刻、线路概况、安全管
理等进行培训，保证值乘人员形象
气质佳、业务技能强、政治素质优、
综合素质高。

在开行当日，重庆客运段的动
妹们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
活动。“色·多彩渝贵”营造五彩斑
斓的车厢氛围；开车前后，用“舞·
醉美渝贵”的苗族歌舞表演，现场
演绎贵州民族酒礼酒俗；还将用

“食·味美渝贵”的主题活动展示重
庆麻辣、贵州酸辣等风味迥异的两
地美食；最后还将精心准备的明信
片、定制台历等合成的大礼包，赠
送给首趟乘坐的旅客，用“享·欢乐
渝贵”的主题喜迎八方来客并给他
们留下珍贵纪念。

渝贵铁路本月开通 沿途站点美景美食“品”起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渝贵铁路为国铁 I
级铁路，旅客列车设计
行车速度为 200km/h，
新建桥梁 209 座，共有
双线隧道 115 座，桥隧
比 75.38%。全线新建
车站12座，分别为重庆
西站、珞璜南站、綦江东
站、赶水东站、桐梓北
站、桐梓东站、娄山关南
站、遵义站、龙坑站、遵
义南站、息峰站以及修
文县站，终点站贵阳北
为已建车站。

渝贵铁路沿途站点
有些什么好玩、好吃的？
本报记者为你准备好了
一份吃喝玩乐攻略。

赶水东站
景点推荐：赶水的丁
山湖被称为“渝黔边
情第一湖”，还有东
溪古镇，古镇的太平
古桥、古墙等景点。
美食推荐：赶水辣子
鸡、东溪刘氏黑鸭

綦江东站
景点推荐：綦江素有“重庆
南大门”之称，可以去古剑
山景区、天台山景区等。
美食推荐：叶耳粑、牛肉干、
蕨巴老腊

重庆西站
景点推荐：解放碑、磁器口、
洪崖洞、洋人街等。
美食推荐：正宗重庆火锅、
毛血旺、酸辣粉

珞璜南站
景点推荐：江津四面山属丹
霞地貌景区之一，有保护完
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美食推荐：酸菜鱼、尖椒鸡

桐梓北站
景点推荐：夜郎
镇、桐梓花海。
美食推荐：坨坨
红烧肉、椒盐排
条、全锅羊肉汤

桐梓东站
景点推荐：桐梓县有
中国方竹笋之乡的
美誉，“十里桃花”闻
名的松坎镇三元村。
美食推荐：黄焖鸡、
桐梓方竹笋、乌江鱼
火锅

娄山关南站
景点推荐：到了娄
山关，必须要去山
脉最高峰——海拔
1788.4 米的笋子山
上观景。
美食推荐：娄山黄焖
鸡、羊肉粉、醋羊肉

遵义站
景点推荐：海龙
囤景区、遵义会
议会址。
美食推荐：遵义
羊 肉 粉 、豆 花
面、豌豆糯米饭

遵义南站
景点推荐：芶江植
被 良 好 ，山 青 水
碧，有远近闻名的
八幅堰水库、美丽
蜿蜒的芶江河。
美食推荐：豆豉火
锅、黄粑糕

息烽站
景点推荐：息烽温
泉是著名温泉之
一 ，海 拔 高 度 约
700 米 ，四 面 环
山，风光秀美。
美食推荐：阳朗辣
子鸡、豆沙窝等

修文县站
景点推荐：苏格兰牧
场集农牧观光和休
闲康体度假，有高尔
夫、滑草场、马术场
等娱乐。
美食推荐：扎佐蹄膀
火锅、修文猕猴桃

沿途站点
都有美食美景

重庆客运段动妹在贵州娄山关 李伟 摄

重庆客运段动妹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 李伟 摄

发明切根机、改良
德国开沟机、自制搅拌
机杆、网购芯片组装成
远程遥控器、一人安装
475 亩葡萄庄园滴管设
备……这些都是出自一
位 52岁，高中文化的农
民之手。他就是被当地
人称为“发明大王”、农
业“黑科技”达人的黄
林国。

2012 年，黄林国在
垫江县新明镇新明村流
转 475 亩土地，成立了
鼎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开启了长达4年的
培土、栽苗、建大棚、试
产葡萄等种植过程。去
年，他利用机械化管理
果园，净收入达到 300
多万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见习记者 滕飞飞

发明切根机
节省人工费近12万元

昨日，记者驱车前往黄林国
在新明村的葡萄种植园，到达时
抬头远望，大棚密密麻麻笼罩在
田间，地里空无一人。他在旁边
仓库正忙着和经销商对账。

黄林国，浙江省台州市黄岩
区人。“我从小对物理机械和化
学感兴趣，好奇所有事物的构
造。”听说记者要采访他的“黑科
技”，他笑着回忆了一件童年趣
事，10 岁左右，他把家里唯一的
闹钟拆开又重新组装好，一觉醒
来，闹钟竟推迟了两小时，而父
亲是按时上班的工人，为了掩饰
过错，他悄悄将闹钟拿布料盖
住，离得远远的，当作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

如今，黄林国葡萄园最大“黑
科技”就是他自己发明的一种实
用机械——切根机。“别看它外表
不美观，但却节省了大笔人工劳
动力。”他说，切根机主要用于切
断葡萄深扎在土里的粗根，以便
生长更多毛细根，既达到松土效
果，又能促进根部更好吸收肥料
和空气中的养分。他一边说着，
他一边拿起铁锹示范了人工断
根，整个铁锹面挖进土里一刨，坑
也只有一个手掌深，而葡萄粗根
远比这要深。

“我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断
根要 4个人做一天，所需人工费
为 240 元，如果我开着机器，只
要 5分钟就完成一排葡萄地，柴
油费只需几角钱。475亩地算下
来 ，光 人 工 费 就 节 省 近 12 万
元。”他说。

机械化管理
果园去年净收入300多万

黄林国平常喜欢钻研不同水

果品种，之前一直专心种植西瓜，
但容易导致土地结构损坏，一块
地的寿命不会超过 10年。“葡萄
地可种植几十年，且不用担心土
地变质问题，所以我决定发展葡
萄产业。”

2012年，黄林国来到垫江新
明村流转了 475 亩土地，花费一
年时间翻土整地。2013年，他将
浙江培育的葡萄苗引进重庆栽
种，并修建400亩大棚遮雨，其余
露天葡萄园作为观光休憩园和放
置机械设备。2015年，果园进入
试产阶段。2016年，果园成功产
出100多吨葡萄。

可是在黄林国看来，这个产
量不太理想。原因是葡萄底部细
毛根分布较少，吸收营养差，导
致产量较少。于是，他萌生了发
明切根机和改良德国开沟机，实
施机械化管理果园的念想。同
时，他凭想象布局，一人徒手先
后搭建出整个果园的水滴管线

路，并网购芯片组装成远程遥控
器。整个葡萄园还搭建建了Y型
支架，固定葡萄枝丫生长方向，
方便平常工作和游客赏玩。去
年，他的葡萄园几乎看不到员
工，利用机械化管理，净收入达
到300多万元。

肥水一体化
只求出精品不求量多

黄林国只会发明实用机械、
搭水管？不，他的真本事还未完
待续……

去年，他经多方打听得到信
息，青藏高原的羊每天产粪达
上千吨，而且草原上的羊不吃
饲料，这种羊粪是有机肥的最
佳选择。

“今年的羊粪这几天就会到
货。”他说，运过来的都是干粪，
他的做法不同于其他农户实行
撒粉式方法，而是全部用开挖

机铺在地下当底肥。一来撒在
表面不容易渗透到植物根部，
二来会被风吹走一部分，吸收
不均匀。

这还不够，果园深处还有他
自制的沼气池，道路尽头共设两
个，总面积 800 平方米。管道接
通到山坡溪水处，把各种需要的
有机化肥、养料桶一同混合到一
个管道中，自制搅拌机杆，根据杠
杆原理随时调整钢板角度。最
后，通过控制总阀门，这种肥水一
体化液体就会流向各个支管，顺
势浇溉入田。

“ 我 只 求 出 精 品 ，不 求 量
多。使用自制的肥水一体化后，
虽然经费比平常增加10%，但产
出的精品果，卖价要高出均价几
倍。”黄林国表示，施有机肥后，
他还有意控制产量，一亩地大概
产 3000 斤，但一串葡萄颗粒少
而疏松，空气流通，营养均衡吸
收，味道极佳。

未来打算
引进适宜水果新品种

黄林国的葡萄采摘时节，一般
在6月中旬到9月初。由于正值
夏季，天气过热，主城客户较少到
现场采摘，县城及周边地区顾客居
多。但每天有几十个葡萄货车，运
往南充、宜宾、湖北、垫江城区等
批发商，一天的收入有4万多元。

“现在的客户都是十多年的
老顾客，销路虽然相对单一，但我
不打算扩大种植面积，我想走精
品的路子，打造出品牌。”黄林国
说，他对未来有着自己的打算，后
期会着力于形象包装，利用老顾
客资源，发展新粉丝。

去年，他还酿造了5吨的葡萄
酒，每斤售价40元。同时，他还没
有放弃研究其他适合在重庆土地
生长水果品种，“我今年已经引进
少量浙江的李子品种，目前已进入
试种阶段，五六月份就可成熟了。”

黄林国的葡萄园风貌

黄林国与他发明的切根机 黄林国开着拖拉机施底肥 本组图片由见习记者 滕飞飞 摄

52岁“黑科技”达人发明改良现代农业高端机器
475亩葡萄园几乎看不到员工 一年净收入3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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