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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峡出平湖
1994年12月14日， 经过长达数十年论证的长江三峡工

程正式动工，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在他的

《建国方略》 中就提到建设三峡工程一事。20世纪50年代，在
不到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
先后6次咨询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1982年，邓小平
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
汇报时表示：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经过国务院16个部委和鄂湘川3省以及58个科
研施工单位、11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审查通过，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了蓄水位为150米的三峡方案。1992年4月，七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决议。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 发电和促进航运事业发展的作
用。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
世界第一。主体工程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坝体混凝土浇筑总
量为1600多万立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建设者们通过运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自主创新相
结合，摸索了一套科学的施工工艺和管理制度，解决了一系
列技术难题，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谱写了世界大坝工
程史上新的纪录，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

2006年5月20日， 全线浇筑达到185米高度的三峡大坝建
成。自此，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立西陵峡谷，毛泽东“更立西江
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预言终于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自良 庞明广 郎兵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既要扶
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
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

近年来， 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大力推
进“非遗+扶贫”，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扶志”“扶智”作用，让传承千年的
文化遗产为脱贫致富带来新生机。 许多
贫困村寨如今正依托祖祖辈辈传承千年
的文化遗产，擦亮文化“金名片”，闯出了
以特色文化造血的脱贫之路。

走进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畔的
马庄村香包文化大院， 一股清香扑鼻而
来，长条展柜上摆放着各色香包，缝香包
的村民们正忙着穿针引线。马庄是徐州有
名的民俗文化村， 马庄香包名声在外。以
前，香包只是村民互赠的小礼物，可随着
香包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潘
安湖旅游业的兴起，马庄香包近年来也成
了游客争相抢购的“网红”纪念品。

2017年1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马庄村，走进村里的香包制作室。拿起
村民王秀英制作的中药香包，总书记自己
花钱买下一个，笑着说“我也要捧捧场”。

马庄村党委副书记王侠介绍， 马庄
香包的年销售额目前已达600多万元，缝
制香包的村民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000多

元加工费。2018年，马庄村香包文化大院
投入使用， 这座占地2000余平方米的大
院集研发、制作、销售等功能于一体。

小小香包， 只是近年来农村特色文
化资源加速转化为真金白银、 助力村民
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打腰鼓是
流传了2000多年的民俗，丰收、节庆或嫁
娶时，当地人都会打起腰鼓。贫困户李东
东没有想到， 年少时痴迷的腰鼓竟帮他
“打跑”了贫困，撑起了濒临崩塌的家。

几年前，李东东父母接连患病，妻子
罹患癌症， 大儿子也患有脑瘫。 绝望时
刻， 当地政府组织了免费的安塞腰鼓培
训班，邀请李东东参加。凭借出色的“童
子功”， 李东东很快就从培训班毕业，加
入了当地的腰鼓演出队。

“去年光演出就赚了一万多元，一打
起腰鼓我就精气神十足， 一点都不觉得
累。”李东东说，最近妻子病情好转，也跟
他学起了打腰鼓，“希望我俩有机会一起
出去演出，一起去看看外边精彩的世界。”

45岁的牟淑平家住甘肃省定西市陇
西县云田镇三十铺村。 陇西是国家级贫
困县， 外出打工是当地贫困户增收的主
要渠道。牟淑平家也不例外，家里有六口
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人在家种地照顾
老人小孩，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一次培

训，让牟淑平找到了不用外出打工，也能
帮助丈夫减轻家庭负担的办法。

去年秋天，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陇
西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祁辉在三
十铺村成立了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非遗
扶贫是两全其美的事情。”祁辉说，一方
面，文化遗产需要更多人来传承；另一方
面，贫困妇女可以掌握一门技艺，用自己
的手工创意实现脱贫。

目前， 祁辉的工坊有40多名兼职零
工，其中20多名为贫困妇女。祁辉将设计
好的图案和原材料发放给她们， 她们可
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做工， 做好的刺绣
由工坊定期回收结算。

近年来，许多像三十铺村这样的非遗
扶贫项目正在全国陆续开花结果。文化和
旅游部等部门连续出台文件，提出大力推
进文化扶贫， 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并
选取确定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等“三
区三州”10个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
持地区，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会做德昂族酸茶， 会跳德昂族水鼓
舞，甚至还作为主角参与国外拍摄的德昂
族纪录片……在云南省芒市三台山，赵腊
退是远近闻名的德昂族文化“代言人”。

三台山是我国德昂族的主要聚居
区， 也因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
前来采风考察。“因为我熟悉情况， 学者

们都喜欢找我做向导。”赵腊退说，酸茶、
水鼓舞等德昂族传统文化， 成了专家学
者们眼中的“宝贝”。

德昂族酸茶历史十分悠久， 但因工
序繁杂， 这种口感清爽的酸茶一度濒临
失传。许多村民都说，外面的人喝不惯酸
茶，就算做出来也没销路。可赵腊退偏不
信，他找到会做酸茶的老人，用一年多时
间学会了酸茶制作技艺。 在他的大力推
广下， 酸茶现已成为三台山的“明星特
产”， 许多游客都会买上几饼酸茶带回
家。现在，赵腊退一年光卖酸茶就有十多
万元收入，还在村里带出了几个徒弟。

放眼全国， 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其带动百姓就近就业、 居家就业
方面的独特优势， 成为很多贫困地区助
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各地的生动实
践证明，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将扶贫
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正有力推动实现扶
贫就业、非遗保护、文化振兴的多赢。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推进非遗助
力精准扶贫工作，扩大覆盖面，持续开展
针对性传统工艺技能培训， 持续引入研
发、销售、投资等各方资源，进一步推动
当地非遗项目与旅游等相关资源的融合
力度， 推动形成文化和旅游精准扶贫新
路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周
倜）2019体德杯“芒果之夜”健身健美
公开赛27日在长沙举行。 来自国内外
近300名年轻健身爱好者同台亮相，以
青春身姿、强健体魄展现健身之美。

作为我国首档由省级媒体打造的
融媒体健身赛事IP， 本次活动由湖南都

市频道主办，体德智训健身研究院承办。
比赛共吸引来自中国、莫桑比克、卢旺达
等国近300名选手参与。 根据活动规程，
比赛共设成人男子传统健美、 成人男子
健体、成人女子比基尼、男子体育模特、
女子体育模特、学生组男子健体、学生组
女子比基尼等7大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校园力量” 成为
了本次活动的一大特色，90后学生人
群参与率高达74%。此外，负责本次比
赛的裁判同样来自校园， 湖南城市学
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农业大学
等高校的7名专业教师坐镇执裁，也更
显赛事的一份“青春校园”气息。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通讯员 王
江 记者 蔡矜宜 ） 经过两天的比拼，
2019年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俱乐部联
赛“长房杯”长沙大区赛27日在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体艺馆落幕， 湖南澄源一

队、 江苏新程和长沙羽协队分别斩获
甲、乙、丙三组的桂冠。

本次比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
长沙市羽协承办，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42支队伍、400余名草根高手参加角逐。

中国羽毛球业余俱乐部联赛是羽毛
球领域全国性三大群众赛事之一。作为4
个大区赛之一， 本次长沙大区赛三个组
别的前八名队伍获得参加12月21日至22
日在哈尔滨举行的总决赛资格。

上万选手奔跑平江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王亮）

2019“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平江站暨
平江县第七届毅行活动26日在岳阳市平
江县鸣枪，上万选手激情奔跑。

本次赛事设6公里健康跑和13公里
经典跑及13公里毅行三个组别， 赛事从
平江县天岳广场出发，途经烈士陵园，最
终抵达彭德怀铜像广场。 最终， 经典跑
男、女组冠军被陈勇和甘桂秋揽入，谢源
珍和高李知是健康跑男、女组冠军。

2019“薪火传承·中国健康跑”共设11
站活动，目前已完成湖南浏阳、山西长治、
四川荥经、陕西延安、湖南江华、宁夏固原、
湖南桑植等站比赛， 总决赛将于12月25日
在韶山举办。 本次平江站赛事由国家体育
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湖南省体育局、湖
南省总工会、岳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体德杯“芒果之夜”健身健美公开赛在长沙举行

中国羽协业余联赛长沙大区赛收拍

一“鼓”作气打走贫困 一针一线绣出幸福
———贫困地区擦亮文化“金名片”

下期奖池：2325632751.35（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87 3 3 7
排列 5 19287 3 3 7 2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123 03 13 15 26 30 05+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6

2

10000000 60000000

160000008000000

我国明确到2022年基本实现
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提出， 到2022
年，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力争实现全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

意见提出， 大力发展中医诊所、 门诊部和特色专科医
院，鼓励连锁经营。实施“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行动，建
立以中医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等为重点的基础数据库，鼓励
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中医医院， 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
疗系统，推动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和远程医疗服务。

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
当选阿根廷总统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0月27日
电 据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27日晚公
布的计票结果， 中左翼反对派总统候选
人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在当天举行的
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下届总统。

根据92.83%选票的统计结果， 在野
党“全民阵线”候选人费尔南德斯与前总
统克里斯蒂娜组成的竞选组合获得
47.88%的选票。根据宪法，费尔南德斯当
选总统，克里斯蒂娜当选副总统。

国内首架
四座电动飞机首飞成功

10月28日上午，随着一阵轰鸣声，我国
自主研制的首架四座电动飞机RX4E飞机冲
破风雨，在辽宁沈阳财湖机场首飞成功。飞机
翼展13.5米，机长8.4米，起飞重量达1200公
斤，续航时间1.5小时，航程300千米。

图为当日，RX4E飞机首飞前滑向跑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