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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5 月 4 日电(记
者王念、徐海涛)一场雨给干旱缺
水的桂西山区带来生机。雨过天
晴，靖西市南坡乡南坡街村民隆
秀珍一早就到地里为家里的春蚕
摘桑叶。隆秀珍动作麻利，不像年
近七旬的妇女。

靖西地处广西西部山区中越
边境，与越南高平等地接壤，境内
山地面积超过 70%，许多地方是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严重
石漠化地区，到 2016 年底全市还
有 9 万多贫困人口。

隆秀珍生活的南坡乡 184 平
方公里没有一条河流，昔日，村民
主要种植玉米维持生计。

前几年，乡镇干部进村鼓励
大家种桑养蚕、发展脱贫产业时，
隆秀珍望着地里数不清的大石
头，无法相信眼前这片土地能变
成干部口中的“致富地”。

2015 年，在扶贫政策支持及
干部引导下，隆秀珍同意试着将
一部分土地改成桑园。“没想到，
第一年就收获了 6 张蚕茧，卖了
12000 多元，收益比过去种玉米提
高了十几倍。去年家里盖起了新
房，房间多，我特意留了几间做蚕
房，准备再多养几批。”隆秀珍说。

“短平快”的扶贫项目改变了
隆秀珍的生活，也提振了石漠化
山区贫困群众的精气神。南坡乡
党委书记农华作说，去年全乡种
桑 2 . 4 万亩，蚕农户均收入 1 万
多元，今年村民积极性大为提升，
年初又新增桑园 4600 多亩。

当地政府引进龙头企业，引
导贫困户与企业签订带动协议，
实施订单农业，产业的后续发展
也有了保障。

“依托‘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蚕农不仅可以从企业那里得
到技术指导，打消养殖和销路等
方面的顾虑，还可以借助政府提
供的 5 万元贴息贷款入股企业，
每年享受 5000 元的分红。一些没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同样受益。”
农华作说。

有了方向，脱贫路越走越宽。
靖西干部介绍，利用短期脱贫项
目作为基础，当地大力发展收益
更高的水果产业和特色养殖业。

在南坡乡逢鸡村的一处高坡
上，印着“高山水果示范基地”字样的牌子十分显眼。

几位在果林里忙碌的村民见到记者后，与记者聊起基
地的情况。“这些是政府扶持的‘脱贫果’——— 脐橙和夏橙，专
家经常来给我们做技术指导。”

“每年到了挂果期，村里的鲜果就早早被订购一空，一
亩地至少有两万元的收益。”曾经的贫困户农祥锋说，全村
种植水果 3000 余亩，几年来已有 160 多户贫困户顺利脱
贫。

山路弯弯，天色渐晚。行走在靖西乡间，不时可见一些
农户赶着成群羊牛放牧归来。

在龙邦镇吕那村内屯，贫困户陆世反将牛赶到牛棚后，
便转身去猪舍喂猪。“现在养了 20 头猪，去年卖了 6 头，赚
了 1 万多元。”

陆世反还和记者说起下一步的打算：新建的 7 间猪舍
已经打好地基，流转土地 20 亩种玉米来养猪。

“今年能养 200 头猪，年内摘掉贫困帽子不成问题。”陆
世反说。

靖西贫困乡村有一个共性，就是群众守着脚下这片土
地，缺乏增加收入的路径。没有可以支撑的产业，就不可能
真正脱贫。要彻底脱贫，必须既考虑眼前又着眼长远。

靖西市依托“平台助推、金融扶持、带资入股、固定分
红、劳务增收”扶贫模式，探索短期脱贫项目和长远小康工
程衔接的路径。贫困户不仅有种桑养蚕、入股分红等短期收
入，还可以享受种植水果、养猪养羊的长期收益。2016 年全
市 19 个贫困村 2 万多人实现了脱贫摘帽。

目前，当地已形成石漠化区域水果种植带、边境水果种
植带和南部规模连片种植区的产业布局，水果种植面积达
到 11 . 7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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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郁琼源、申
铖)记者 3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六部门日前联
合发文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
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地方政府利用 PPP、
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
相举债。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人民
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日前联合发布通知，要
求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规范政府与
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并将建立跨部门联

合监测和防控机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
债融资行为。

通知指出，地方政府应当规范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允许地方政府以单独出
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方式设立各类投资
基金，依法实行规范的市场化运作。

通知称，各省级政府要尽快组织一次地
方政府及其部门融资担保行为摸底排查，督
促相关部门、市县政府加强与社会资本方的
平等协商，依法完善合同条款，分类妥善处置，

全面改正地方政府不规范的融资担保行为。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

管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
管理，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尽快转型为市场化
运营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干预融资平台公
司日常运营和市场化融资。

通知明确，将建立跨部门联合监测和防
控机制。加强对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以及融

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情况的监测，建立跨部
门联合监管机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
司、金融机构等的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跨部门
联合惩戒。

通知还要求进一步健全规范的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强调地方政府举债一律采取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此外，全面推进地方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举债融资行为的决策、执
行、管理、结果等公开，严格公开责任追究，回
应社会关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部门联合发文，严禁地方违法违规变相举债

▲ 5 月 4 日凌晨，上海虹口警方出动 200 余名警力，兵
分十路对一个由 30 多人组成的集扒窃、销赃、收赃于一体
的团伙实施抓捕。截至凌晨 4 时许，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3 名，缴获被盗手机 200 余部。2017 年初以来，虹口警方
在“两点一线”商圈区域开展的打击扒窃拎包专项行动中，
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56 名，捣毁团伙 35 个，破案 117
起。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上海警方子夜抓捕盗窃团伙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刘慧)近期市场上出
现了“上市辅导时间要一整年，创业板需 3000 万元利润
起……”等三大“发行新规”的传言。记者从证监会了解到，
以上所谓三大“发行新规”不实。

所谓三大“发行新规”传言如下：第一，上市辅导时间
要一整年，地方证监局验收合格后才能报材料，这意味着
还没有辅导的公司，至少要一年半后才可以报材料，所有
公司一视同仁；第二，创业板 3000 万元、主板和中小板
5000 万元利润，作为报材料基本条件；第三，影视、传媒、
娱乐(含游戏)、文化和互联网公司，原则上劝退。

证监会回应市场传言：

所谓三大“发行新规”不实

5 年 16 次翻山，定格深山里的全家福
记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 家 1”全家福拍摄团的青年学生

新华社贵阳 5 月 4 日电(记者齐健)他们
的童年，谁来记录？他们的岁月，谁来守护？

在贵州的一些偏远山区，有的家庭找不
出一张全家福，老人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照
片，孩子们的童年无从回忆。

有一群青年学生，他们 5 年来 16 次翻山
越岭，用手中的镜头定格了一个个幸福瞬间。

他们是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 家 1”
全家福拍摄团的青年学生。先后有 80 名拍摄
团队员心手相传，走过茫茫乌蒙山区的大草
原，攀过石漠化山区的小路，趟过武陵山区丛
林里的小溪，传唱着深山里的全家福故事。

最苦最纯粹的“采风”

他们的装备里，除了沉重的拍摄和打印
设备，总离不开帐篷和睡袋。他们不是为了
采风而下乡拍照，晚上又返回城里居住，而
是为了下乡给群众拍照，才扛起相机，风餐
露宿。

在全家福拍摄团里，队员们个个能吃苦。
每天背着各种装备在山路上行走，几乎顿顿
不是辣椒拌面就是压缩饼干。

2017 年 4 月 28 日凌晨，天还没亮，全
家福拍摄团第 16 次拍摄活动的 12 名队员来
到贵阳火车站集合，乘坐 6 点钟的火车，前
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湾水
镇岩寨村。作为最年轻的一批拍摄团成员，
他们大多是“ 95 ”后，最小的才 19 岁。

其实，从省城贵阳到凯里有高铁，票价
58 . 5 元，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普通列车，因
为票价只有 28 . 5 元。用他们的话说，“要
节约每一分钱，用来打印照片”。

说起全家福拍摄团的节约，还要从“捡
破烂”的发起人说起。

2010 年底，贵州师范大学摄影专业大
一新生郑宇潇，因为专业需要，跟同学万安
结伴去购置相机。

回来的途中，郑宇潇问万安买了相机想
去拍点什么。万安回答说，放假了回老家，
给村子里的老人拍点照片。当时，两人都没
在意这句话。

2012 年 4 月，经过一年多的专业学
习，两人重拾了这个话题。还是那一句“拍
点照片”，让他们突然意识到，在贵州一些
偏远的农村里，很多家庭翻箱倒柜也找不出
一张全家福照片，有的老人甚至没有一张属
于自己的照片。

一个“全家福”的拍摄计划就此萌芽了。
因为是第一次做公益活动，郑宇潇和同

学们没有向社会募集资金，总共 11 个伙
伴，每个人拿出 300 元钱，凑了 3300 元，
购置了打印纸、过塑膜、墨水等耗材，以及
压缩饼干、方便面等食物。

可自掏腰包还不够。郑宇潇就发动队员
们到学校的各个宿舍去收集废弃的矿泉水
瓶、旧书报，变卖来筹集经费。

为了节约开支和不给当地带来负担，他
们借来帐篷、登山包，打印机，以露营的形
式到村寨拍照。

2012 年 5 月底，全家福拍摄团第一次
活动在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中寨乡、堕却乡，
免费拍摄、打印照片 460 多张。

最真最烂漫的笑脸

回到学校的一场汇报会，让摄影专业乃
至美术学院都炸开了锅，很多同学慕名而来，
听郑宇潇他们分享拍摄心得。就这样，活动渐
渐得到了学院的领导、同学们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资助。邀请低年级学弟学妹参加，老队员
带新队员熟悉拍摄流程，全家福拍摄活动以
传帮带的形式一直延续了五年。

虽然苦，但每次拍摄都能拍到一张张笑
脸，全家福拍摄团的电脑里，有一个专属文件
夹，叫“幸福”。

第 16 次拍摄团队里的一年级新生卢泠
伊是贵州六盘水人，19 岁，是全团年龄最小
的一个。给杨光文和张再伦两位老人拍照的
过程，她说会是毕生难忘的。

在卢泠伊的要求下，当两位老人握紧手
的那一刻，张再伦发自肺腑地笑了。连家里的
一只老猫都纳闷地盯着她。

卢泠伊果断按下快门，捕捉到了这一刻。
她做梦也没想到，两位老人是第一次手拉手
照相。

张健是山西吕梁人，第一次参加全家福
拍摄团，几天下来他觉得特别累，但是每每看
到拍摄对象的笑脸，他心里又觉得特别舒服。

岩寨村民说苗语，这次拍摄，张健遇到的
最大难题是沟通。

不过，这没能难倒他。张健邀请了两个当
地的小朋友做“翻译官”。小朋友欣然带着他
去家里拍照。之后，又带着张健去他们的同学
家拍照。

最后，拍摄团的小队员增加到八个人，有
了小队员带路，拍摄进展得越来越顺利，张健

也成了孩子王，每天用相机捕捉着孩子们更
多天真烂漫的笑脸。

张健说，他们吃辣椒面条吃到想吐，连夜
加班累到睡不着觉。但每当把打印好的照片
送给村民，换来村民们真诚的笑容，就再没有
人会喊退缩。

每次拍摄，全家福拍摄团的新队员都会
追寻着老队员的拍摄足迹。田间地头，是最真
的“写真”；房前屋后，是最圆的“团圆”。

因为他们坚信：贫困会往好的方向改变，
幸福是一直都会存在的。

全家福拍摄团五年来的作品，从某种程
度上说是定格了贫困。但如果细细品味，却发
现定格的是幸福。

就像拍摄团的一位“元老”孙翠平说的，
深山里村民们的生活很纯粹，思想很纯真，笑
容很热情，每一次拍摄都能感染大家。

最甜最难忘的回忆

孙翠平来自江苏南京，今年 22 岁，已是
第四次参加全家福的拍摄活动。最令她难忘
的还是第一次拍摄，去的是安顺市镇宁县本
寨乡鱼凹村。

“到达鱼凹村希望小学，一下车那个场面
把我镇住了，那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以前在电
视上看到的山区情景，小孩子大多穿得很简
陋，我当时眼里都有泪了。”孙翠平说。

五月初的大山里还透着寒意，孩子们有
穿棉袄的，有穿单衣的。让孙翠平惊讶的不是
棉袄补了很多补丁，而是有孩子的脚上居然
还穿着凉鞋。

当晚，拍摄团驻扎在鱼凹村希望小学。等
孩子们放学后，队员们一起搭帐篷，但教室窗
户都是破的，晚上冷风直往里钻。

这是孙翠平第一次住帐篷在外过夜，晚
上几乎就没睡着觉。大山里蚊虫多，还有队员
被咬了一腿的包。

正是这次拍摄，初次接触到大山里的孩
子们，他们的纯真善良打动了孙翠平，此后全

家福拍摄团的活动，她每次都参加。
白天拍摄，晚上还要打印照片。作为师姐，

孙翠平主动承担起了半夜加班的工作。拍摄团
用的是一台老旧的爱普生 1390 打印机，打印
一张优质画质的照片要 3到 5分钟，每天晚上
都要安排 3名队员通宵达旦地修片、打印和过
塑照片，才能保证第二天如数送到村民手里。

拍摄团成员杨洋说，他学摄影不仅仅是
为了赚钱，更在于记录生活中的幸福，记录人
们的成长历程。轻轻点一下快门，然后打印出
来，说不定就成了孩子们一辈子的回忆。

大多家庭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在拍摄照
片之余，队员们尽可能地给他们多一点陪伴。

4 月 29 日到 5 月 3 日，全家福第 16 次
拍摄团总共拍摄和打印照片 357 张，其中老
人照 226 张，全家福 66 张。

从 2012 年至今，一批批全家福拍摄团队
员先后在贵州 16 个贫困村寨免费拍摄打印
照片上万张，让近 5000 个家庭拥有了一张幸
福的全家福，让 2000 多位老人、2300 余名儿
童有了自己的第一张照片。

从这些照片里，他们收获的不只是惊喜
和感动，更懂得了知足、感恩和分享。

后来看新闻的时候，孙翠平看到了第一
次去拍摄的鱼凹村通上了公路，真的很开心。
这一次岩寨村又给了孙翠平焕然一新的感
觉。贵州农村的面貌已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村里渐渐普及了智能手机，生活在逐渐变好。

在全家福拍摄团的经历，影响了很多队
员以后的人生轨迹。

郑宇潇说，他在农村出生，所以能以很平
和的心态看待农村，并不是很向往繁华都市，
而是更深爱山野大地。策划全家福拍摄活动
的时候，就想着怎么能“学以致用”，慢慢通过
拍摄团，更体会到“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收拾行囊，继续前行，这群年轻的摄影师
未来的路还很长。

队员们都希望全家福拍摄团能够走得更
远更好，把他们最初的口号“幸福留念，亲情
永远”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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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高敬、倪
元锦、侯雪静)强沙尘天气来袭！4 日，我国北
方多地被沙尘暴“攻陷”，还有的地方出现了
能见度更低的“强沙尘暴”。中央气象台 4 日
傍晚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

气象监测显示，从 5 月 3 日开始的此次
沙尘天气覆盖范围广，目前已覆盖包括新疆、
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
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在内的 10 余省(区、
市)，影响面积达 163 万平方公里。此外，沙尘
强度大，多地空气质量爆表，其中内蒙古局地
PM10 峰值浓度超过 2000 微克/立方米，北
京局地超过 1000 微克/立方米；内蒙古及西
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出现 5
-7 级风，阵风达 8-9 级。

这场来势汹汹的沙尘暴从哪儿来？为啥

来得这么猛？沙尘天气啥时候结束？
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

碧辉分析，这次沙尘天气主要是受两股冷空
气先后叠加，导致地面的气旋和大风带来的
影响。另外，在内蒙古地区的沙源地一带，前
期的气温整体偏高、降水偏少。这些条件叠加
起来，助推了起沙条件的形成。

他说，从蒙古国一直到我国内蒙古一带
都出现了大风天气，沙尘从蒙古国开始一直
往我国传输。但在传输过程中，我国国内的沙
源地，也贡献了一部分沙源。

不少人感觉这几年沙尘暴并不多见。我
国北方的沙尘天气是不是减少了？

张碧辉说，和历史同期相比，今年沙尘天
气的次数偏少，强度偏弱。这是今年第 7 次沙
尘天气过程，而近十年同期平均次数为 8 . 4

次。另外，往年基本上到了 5 月这个时候，会
出现 2 次以上的沙尘暴天气过程。这次沙尘
暴是今年出现的第一次沙尘暴天气，出现得
少，出现得晚。

“我国沙尘天气减少主要有两方面原
因，”他说，一方面是气候变化导致影响我国
的冷空气整体呈现减弱、减少的趋势；另一方
面就是近些年我国做了很多防风固沙的工
作，包括三北防护林等，对于沙源地的起沙条
件有一些改善，不利于形成沙尘天气。

他表示，同时也要看到防护林的作用主
要是在沙源地改变起沙机制，但防护林对风
只能起到一些局地的影响。“这次影响北京的
沙尘，基本上是在 5000 米的高度输送过来
的。”在这种情况下，防护林对风场的影响微
乎其微。

4 日傍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沙尘暴
蓝色预警：预计 4 日夜间至 5 日，北方大部将
先后出现 4-6 级风，阵风 8-9 级，其中，内蒙
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等地局
地阵风风力可达 10 级。北京等地区的扬沙
或浮尘天气也将继续，其中内蒙古中东部部
分地区有沙尘暴。

沙尘随着大风而来，也将随着大风而
去。张碧辉表示，从目前的气象条件分析，预
计到 5 日傍晚，北京的沙尘天气影响逐渐趋
于结束。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预报显示，受
强北风影响，沙尘主要影响地区逐步南移。6
日起，华北地区沙尘天气将逐步结束，但受
沙尘传输影响，6-7 日南方部分地区可能出
现短时中至重度污染。

强沙尘暴袭北方多地,为何如此“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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