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根草绳上的脱贫路
种了25年水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城北

镇矮岭村村民何元志没有想到， 多年来一直让他头疼的稻
草，如今竟变成了脱贫致富的“宝草”。

广西农村以前大量养牛， 稻草可以拿来当饲料、 垫牛
栏。 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推广，牛越来越少，稻草成了没
用的“废物”。

“处理这些稻草很麻烦，拉回家里没地方放，只能在地
里打碎了或者烧掉作肥料。 ”何元志说。

一次偶然的聊天，有人提到可以用稻草编织草绳，这让
何元志动了心。 不过，这个长年在地里耕作的汉子连70公
里外的贺州市都没有去过，更没见过草绳编织机长啥样。

“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编织机，于是政府帮何元志联系江
苏的厂家网购了一台。 ”城北镇人大副主席肖芳说。

何元志在家里安装了2台编织机， 今年2月开始正式投
入生产，一天大概可以生产18卷草绳。产品很快全都被订出
去了，而且供不应求。“贺州是全国最大的人造岗石生产基
地，像大理石、瓷砖的防震包装，园林绿化都要用草绳，不少
厂商都上门来订货。 ”何元志说。

看到何元志“小试牛刀”初获成功，城北镇政府决定把
稻草编织作为今年脱贫攻坚的重点产业来扶持， 让更多的
农民，特别是贫困户，都能抓住这个商机。

作为城北镇的扶贫后盾单位， 富川县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和县林业局对草绳编织项目也很支持，决定提供50台编
织机“送机上门”用于扶贫。 这些机器将通过村委会以租赁
的方式发放给石狮、泗源等贫困村的贫困户。

利用采购设备的这段时间，当地政府准备对农民进行培
训，组织劳动技能竞赛，评选编织能手。而那些没有租赁编织
机的农民，也可以到别人家去帮工，按每天80元工资，全年
100天农闲计算，一年也可以赚到8000元左右的劳务工资。

富川县共32.1万人口，瑶族有15.2万人，占47%。“我们
准备成立一家合作社，名字就叫‘瑶结’，瑶族的瑶，团结的
结。 ”何元志说。

眼下，最让何元志担心的是原料短缺。制作一卷14斤重
的草绳，需要消耗大约18斤稻草，一台编织机一年大概需要
30—40亩的稻草作为原料。“下一步我们准备由镇里出面，
跟外地来的‘稻客’团队及其他村镇的农户建立联系，请他
们打稻子时把稻草留给我们， 打稻子的部分费用则由我们
来支付。 这个工作涉及的量很大，面很广，需要由政府来出
面协调。 ”肖芳说。 （据新华社南宁5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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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浙江乌镇5月 25日电
柯洁九段25日下午在一场乱战中因
为误算“突然死亡”，在“人机大战”三
番棋中以0比2落后于计算机围棋程
序阿尔法围棋。

首局比赛中， 柯洁经过大约4个
半小时的较量仅以四分之一子的微弱
劣势惜败。 24日传出新版的阿尔法围
棋能让去年4比1战胜李世石的那个
版本三个子， 这样一来柯洁的前景更
令人类棋手们揪心。

当日再战，执白的柯洁下得相当积

极，第20手点就主动“挑衅”、制造“争
端”。 不过， 阿尔法围棋的反击相当犀
利， 黑23断、25跳的好手给白棋出了道
难题。 棋至中局， 现场讲解的古力九
段、 张璇八段等一度认为白棋的形势
不太乐观。 阿尔法围棋下出黑53挤、
55靠的意外强手，遭到白56的强烈反
击。 此后，柯洁强手连发，试图将局势
导入自己擅长的乱战局面。

激烈的战斗中， 柯洁加快了落子
速度。 可惜在关键时刻， 他漏算了黑
133挤增加劫材的手段， 接着出现了

白136打吃找劫的失误。 黑137消劫之
后，确立了巨大的领先优势。 至第155
手，柯洁认输。

柯洁赛后说， 这盘比赛自己前面
不觉得有什么差的地方， 但在激烈战
斗的时候，突然松弛了下来，他有点后
悔当时没有再多想想。“我想这也正是
人类的弱点吧。 ”

柯洁在赛后提出， 他希望能够在
第三盘再度执白， 争取和第二局一样
下出精彩的棋局。 阿尔法围棋团队的
负责人哈萨比斯同意了。他说，双方在
大约前100手的较量异常激烈， 这是
迄今为止人类棋手和新版本的阿尔法
围棋下出的最接近的一盘。

双方的第三盘比赛将于27日进行。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国防部新
闻发言人任国强在25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就中国军舰识别查证、警告驱离美舰
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国军舰对擅入中国领海
的美舰进行识别查证驱离

任国强介绍，5月25日，美国“杜威”
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
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柳州”号导
弹护卫舰、“泸州” 号导弹护卫舰对美舰
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

任国强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
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于美军方
这种炫耀武力，推动地区军事化，且极易
引发海空意外事件的行径，中国军队表示
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任国强说，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和

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正在趋
稳向好。但美方的错误行为使南海趋于好
转的局面受到破坏，不利于南海的和平稳
定。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处在发展的
重要时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双方
的共同利益，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
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措施改正错误，为两国
两军关系的发展增添正能量。美军的错误
行为只会促使中国军队进一步加强能力
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一带一 路 ”合 作 倡 议
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

有记者提问，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实
施“一带一路”隐含的目的是为了在沿线
国家拓展军事存在，投资斯里兰卡、巴基
斯坦、 希腊等地的民用港口表面上是商
业合作，但背后含有军事意图。对此有何

评论？
任国强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中方

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在寻求共同
发展的基础上，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提
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促进各国经济繁荣
与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任国强表示，“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
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 中国不谋求
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谋求势力范围，不会
干涉别国内政。

“南 海 禁 飞 区 ”是 日 本
媒体的臆造

有记者提问，日前有日本媒体报道，
中国在海南岛部署了红旗-9防空导弹系
统，并据此认为，中方已经开始在南海划
设“禁飞区”。能否予以证实？

任国强说， 中国在海南岛部署武器

装备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关于
所谓“禁飞区”，完全是日本某家媒体臆
造出来的， 无中生有的尺度之大令我感
到非常吃惊。

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公务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有记者问， 日本政府18日在钓鱼岛
附近海域发现一架小型无人机从中国海
警船上起飞， 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出
战机进行应对。 中方此次起飞无人机目
的是什么？ 中方对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行
动有何回应？

任国强说，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的相
关公务活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对于日方有关行动， 中国军队保持着全
程监控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国防科大：

加快北斗检测体系建设
实现军民融合新发展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肖丽娟 通讯员 胡浩巍
杨晨）记者今天从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上了解到，
由国防科大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承建的国家级
北斗导航产品检测中心———上海计量院检测中心项目通过
专家评审验收，北斗卫星导航产品1002质量检测中心正式
成立，我国北斗导航民用市场将进一步打开。

自2012年北斗系统正式启动区域性服务以来，该系统
市场应用强劲增长。尽快构建北斗导航检测认证体系，既是
北斗系统军民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 也将加快北斗产品的
产业化、 标准化进程。 作为国内卫星导航测试领域的主力
军， 国防科大导航中心将力争建立一整套符合国家标准体
系的导航产品检测系统。

目前， 该中心直接承担了国家卫星导航与定位服务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北斗卫星导航产品2301质量
检测中心（长沙）、 北斗卫星导航产品2101质量检测中心
（北京）三个检测中心的建设任务，参与建设了国家卫星导
航与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北斗卫星导航产
品2501质量检测中心（成都）、信息通信产品（电信终端）北
斗卫星导航应用质量检测中心（北京）等检测中心，推动我
国北斗应用和产业发展。

国防部：

我军对擅入领海美舰查证驱离

全运会赛艇项目资格赛首个决赛日

我省收获一金一银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 ） 今天

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赛艇项目资格赛
中， 我省选手收获男子四人双桨金牌和女子四
人双桨银牌。

本次比赛共有北京、 天津、 上海、 湖南等
24个代表队参加， 比赛时间为5月22日至27
日， 比赛设男女双人双桨、 轻量级双人双桨等
15个项目。 按照比赛规则， 组合双人艇在资
格赛取得前9名、 组合四人艇取得前6名的选
手， 将获得全运会入场券。

我省赛艇队派出19名队员参赛， 其中3人
为跨省合作， 参加男子四人双桨、 男子双人双
桨、 女子四人双桨等9个项目的争夺。

今天是本次比赛的首个决赛日， 我省名将
张亮领衔的男子四人双桨获得第一名， 女子四
人双桨则夺得银牌。 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罗跃龙表示： “我们在资格赛名次上没
有具体目标， 就是尽量多地争取全运会决赛资
格。” 接下来， 我省赛艇队还将在男子双人双
桨等项目争夺全运会入场券。

� � � � 5月25日，“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找到一年前因特殊情况留在了6300米大洋深处的采水器，
“大海捞针”的故事变为现实，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充分体现了“蛟龙”号的精确作业能力。 图为刚从深海归来的
“蛟龙”号，其最右边样品筐内的物品，即成功回收的Gas-tight采水器（气密性保压序列采水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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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一号”
完成穹顶吊装
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法俄后又一个
具有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据新华社福州 5月 25日电 25日17时58
分，伴随着汽笛声响，重约340吨的穹顶精准
落在45米高的核反应堆堆顶。“华龙一号”全
球首堆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5号核电机
组穹顶吊装成功完成。

“华龙一号”是我国自主创新、拥有完整自
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2015年5月7日，

“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于福建省福清
市正式开工建设， 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法
国、俄罗斯之后又一个具有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的国家。

“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计划工期62个
月。目前，工程建设重大节点均按照计划如期
实现，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等长
周期设备进展顺利， 机组设计文件累计出版
6440册，为未来“华龙一号”推广建设提供了
重要的实践经验和参考依据。

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正在运行的
核电机组共36台， 预计到2020年中国核电机
组数量将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华龙一号”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广落地，中国核电正
在全球市场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前100手异常激烈，关键阶段出现失误

柯洁再负阿尔法围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