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塘县重点聚焦旅游产业发展，持续擦亮“观天探地·世
界唯一”这一核心品牌，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在转方式、调结
构、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平塘旅游由单纯的观光游
向复合型的全域旅游模式转变。天文奇观、地质奇观、桥梁
奇观等“三大奇观”和神秘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逐渐成为旅
游热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平塘县内各景区景点秩序良好，
游人如织。

三大奇观受追捧 景区景点人气旺
平塘旅游资源优越，有国家大科学工程的天文奇观，有

鬼斧神工的地质奇观以及现代建筑的桥梁奇观。平塘持续
开展旅游推介工作，在黔南州第十四届（龙里）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县（市）委书记谈文旅节目访谈上，县委书记臧侃走进

“嘉宾主持1对1谈旅游直播间”，畅谈平塘旅游发展，描绘平
塘旅游蓝图，大力推介平塘旅游。国庆假期，游客们纷纷到
各景点打卡参观，掀起了一股天文研学游、地质奇观游的热
潮。

天文研学旅行是平塘县依托“中国天眼”重点打造的研
学旅行品牌，早在 2018年 3月，平塘首次对外开展研学旅行
以来，每年都吸引大量学生前来开展研学旅行。随着中国天
眼科普基地相继获得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国家科普
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殊荣后，天文研学变得更
加火热，成为了平塘旅游的重要特色旅游品牌之一。在今年
的国庆长假期间，自主研学旅行受到家长们的追捧。

“首先第一颗就是藏青色的星球，它是水星。水星上有
水吗？没有……”

国庆长假期间，中国天眼科普基地就成了家长和孩子们
假日出行的首选地，不少家长利用假期带着孩子到平塘天文
小镇研学，学天文知识，感受大国工程的科技魅力。

“非常的震惊，哇，中国天眼有这么的大，超出了我的想
象。”研学学生张晟宇信兴奋地说道。

贵阳访客周皓皓向记者说：“带着孩子来看我们这个大
射电望远镜，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之重器。我的孩子从小
对天文知识比较感兴趣，所以借此机会也来了解和感受一
下。”

此次国庆长假期间，广大游客在前往平塘开展天文研学
旅行，实地观看大国重器中国天眼外，游客还陆续在平塘看
到了2.7亿年前的地质奇观和雄伟壮观的现代桥梁奇观。

“听说掌布风景不错，我们特意过来看一下。这里的水
很清山很绿，空气很清新很舒服，整个人感觉来到了大自然
的怀抱，太棒啦。”在掌布景区，贵阳游客胡荣笑着告诉记者。

在拥有世界最高桥的平塘特大桥观光服务区，游客王金

培说：“看到新闻说平塘特大桥观光服务区修好了，所以就特
意到观景台来拍拍照，大桥看到很雄伟、很高大，体现贵州独
特的地形，同时也体现出我们国家桥梁基础设施建造实力的
强大。”

天文、地质、桥梁奇观是平塘县重点打造的旅游产品，在
国庆长假期间，随着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上映，三个重要
景区实现了快速复苏，每天游客纷至沓来，给景区带来了勃
勃生机。

景区旅游热 疫情防控不放松
当前，旅游业成了平塘县的一项支柱产业，国庆长假期

间，从省内外甚至国外到平塘来的游客不断增多，为游客提
供优质的旅游服务也一直是平塘县委县政府努力的方向。
早在国庆长假前，平塘县委、政府就组织旅游部门召开了国
庆长假期间旅游景区开放管理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景区疫情
防控工作。

国庆节假日期间，平塘县按照国家、省、州关于国庆假期
旅游景区管理工作相关部署，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错峰、预
约、限流”的开放要求，全面做好旅游接待工作。各景区严格
执行扫健康码、测量体温、保持距离排队等候等防控措施。
并在各景区设置口罩销售点、医疗服务点、临时观察室，配备
急救车，及时为游客提供医疗服务，努力做到让游客到平塘
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我们在景区的入口处设立了疫情防控检测点，对进入
景区的所有车辆和人员进行实名制登记、测量体温、扫贵州
行程码和健康码，这些都通过之后，才能进入售票环节，进入
景区游览。”掌布“藏字石”景区负责人卢德花说道。

“我们来掌布这里玩，看到景区在做疫情防控措施，我觉
得特别好、非常安全，每个人扫码才能进去，这样我们玩起来
特别放心。”游客吴大才说道。

核心品牌效应突显 旅游产业稳步复苏
在平塘旅游发展中，通过抓实旅游招商和旅游营销，让

景区景点各项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并围绕“观天探地·世界唯
一”这一核心品牌，全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在今年国庆假
日期间，这一成果突显，全县宾馆酒店、餐饮及乡村旅游得到

了快速发展。
假日期间，记者在平塘县城天际万国酒店看到，每天都

有大量游客办理入住登记。工作人员忙前忙后，为办理好入
住手续的游客搬运行李。

“客人通过我们合作的旅行社以及网络平台联系酒店入
住，现在的预订率大概在80%左右。”酒店总经理孟琨鹏告诉
记者。

“我看这里服务态度很好，环境也比较可以。在酒店外
面看了一下，对面就是县政府，侧边就是广场，右面还有步行
街，到处都可以看一下游一下。还有，这个酒店的疫情防控
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感觉很安全、很满意。”游客张辅说道。

到平塘旅游观光，除了能看到美丽的风景，还能在各景
区品尝到美味的农家美食。

“这个味道挺好，这个鸡真的是土鸡，吃起来很不错。蔬
菜呢，我们一吃就知道是农家自己种的，这种小蔬菜是最舒
服的。我在这里喝土酒，安逸得很。”在掌布景区就餐的游客
张永林说道。

在平塘，除了各大景区外，国庆期间，乡村旅游也受
到追捧。在六硐景区，河滩上游客搭的帐篷在青山绿水的
映衬下宛如彩色蒙古包，大人们在烧烤亭内烧烤，孩子们
在帐篷前嬉戏玩耍，格外惬意。

“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的国庆长假没出去玩，我贵阳
几个朋友早就听说平塘这边的风景很好，我就趁这机会约
他们下来在六硐这边聚，今天过来玩的人挺多的。”游客沈
海波说。

在今年的国庆长假期间，平塘县通过天文奇观、地质
奇观、桥梁奇观这三大奇观，打造了独具特色和旅游内涵
的旅游产品；通过抓实旅游招商和旅游营销，不断提升了
平塘的旅游竞争力，并持续擦亮了“观天探地·世界唯
一”这一核心品牌，旅游产业呈现快速恢复、服务提升、
持续平稳的发展势头，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向多元文化体验
转型，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带动了地方经济
的发展，为全县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收官战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平塘唱响：

“观天探地·世界唯一”品牌
全域旅游稳步复苏业态趋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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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贵定县宝山街道
高原村东山组，“85后”小伙儿兰
治金多年打工归来后，在自己家
乡做起了一项新的产业——养
殖鸵鸟，建成了贵定县第一个规
模化的鸵鸟养殖基地。

记者见到兰治金时，他正在
给鸵鸟喂食，别看这些鸵鸟个高
块大，看着很似危险，实际上却
很温顺，从不攻击人，这也使兰
治金在喂养方面得心应手。

兰治金长年在福建打工，一
个偶然得机会，他对养殖鸵鸟突
然有了兴趣，于是亲自到山东的
鸵鸟基地进行考察学习，2018年
年底，兰治金东拼西凑了 16 万
元，在山东购买了鸵鸟幼苗后，
毅然决然回到家乡，开始了自己
的创业生涯。

“当初我在外省打工看到人
家养鸵鸟，我也喜欢就凑资金来
做 ，从 2019 年 开 始 养 鸵 鸟 40
只。”据兰治金介绍，“目前每只
鸵鸟苗要卖 800 元，前景一直可
以，周边很多地方的人都来我这
里订苗。”现如今，产业逐渐好
转，生意也慢慢好起来，兰治金
饲养的鸵鸟幼苗及鸵鸟肉、鸵鸟
蛋都成了紧俏产品。

记者提及今后的规划，兰治
金说，将扩大基地规模，把鸵鸟
养殖产业好好的继续发展下去，
带动身边的村民们共同致富。

（本报贵定记者站 周燕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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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6日，国庆中秋“双节”已接近尾声，在长顺县
神泉谷景区，游客仍然络绎不绝。景区内“红红农家院”一大早
就开始忙碌起来，院子内，文明用餐指引、文明用餐标识等放置
在醒目位置，积极引导客人适度点餐、文明用餐。

为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落到实处，景区内各家农家小院
都积极参与到文明餐桌行动之中，墙上张贴、悬挂了大量勤俭节
约的标志和醒目的标语，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深入到每
位游客的心中。游客按需点餐，桌上所剩无几。

“实行‘光盘行动’之后，我们的客人都能够按需点菜，浪费
非常少，比起以往来说，要好得很多。”“红红农家院”王红英说。

图 为 客 人 按 份
点餐细品特色小菜。

（本报长顺记者
站 陈 丽 宋恒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9月30日，荔波县人社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到县革
命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铭记使命担当、激发时代干劲”
主题教育，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革命烈士遗迹，缅怀烈士功绩，
弘扬烈士精神。

该局通过活动，重温历史，缅怀功勋，牢记使命，使干部职工
牢记革命优良传统，深刻认识肩负的历史责任，纷纷表示要永远
不忘烈士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卓著功勋，永远不忘他们用鲜血和
生命铸就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

图为瞻仰革命烈士遗迹。 （胡耀方 摄影报道）

荔波县人社局

开展“激发时代干劲”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10月2日这天，龙里县龙山镇辖区的群众们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两台烘干机，每台烘干机
150分钟即可烘干稻谷 1000斤，预计两周内可完成辖区内
所有稻谷的烘干工作。

原来，由于今年秋季阴雨连绵，很多群众的秋收受到
了影响，地里的粮食不敢收，收上来的粮食晾不干。大家
陷入了收与不收的两难当中。龙山镇党委政府为了把气

候对群众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减到最低，当即决定从工作
经费中压缩出 48000元从广州购置两台烘干机，助力群众
秋收，保证粮食安全。

据了解，这两台烘干机将分别安装在中排村食用菌基
地和水苔村海花草收购基地，辖区群众凭身份证即可免费
进行稻谷烘干。

（冯明菊 摄影报道）

龙里龙山

群众“双节”收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健 康 教 育 ：

信息时代，别被手机牵着鼻子走
老师布置作业，用手机；同学间讨论交流，用手机；查阅

资料，用手机；遇到不会做的难题，第一反应还是找手机。
——这是现在学生的学习常态。
中小学生依赖手机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成人身上。
如今，许多人布置工作用手机发微信语音；遇到日常生

活中的小难题，用手机查解决办法；就餐时边看手机边吃
饭；坐地铁用手机听音乐；甚至年轻人谈恋爱，也非常乐意
通过手机视频聊天。

技术的进步无法阻挡，个人的行为可以控制。如果我
们不想被手机等工具牵着鼻子走，成为它们的俘虏，就要把
自己的行为处理好，制定自己的工作生活计划。什么时间
使用它们、什么时候去读书运动，自己做自己的主。新技术
中有大千世界，社会上更有大千世界，技术里的大千世界是
为社会上的大千世界服务的。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需
要握好这把“双刃剑”，把技术当做工具来使用，来服务社会
更高级的需求，让手机等不再是玩物丧志的“蝈蝈”，而是高
效工作、优质生活的“伴侣”。 （潘兵 收集整理）

科 普 问 答 ：

什么是太空垃圾？
答：太空垃圾又称空间碎片或轨道碎片，是宇宙空间中

除正在工作着的航天器以外的无用人造物体，包括运载火
箭和航天器在发射过程中产生的碎片与报废的卫星，航天
器表面材料的脱落，表面涂层老化掉下来的油漆斑块；航天
器逸漏出的固体、液体材料；火箭和航天器爆炸、碰撞过程
中产生的碎片 。

自 1957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至今，人类已向
太空发射了5300多个航天器。虽然其中的大部分都因最终
落入大气层燃烧殆尽，但目前地球轨道上还有大约 4000个
运行中或报废的人造卫星和火箭残体，此外还有大约 6000
个可以看到并跟踪的太空垃圾碎片；而直径超过一厘米的
太空垃圾，更多达 20万个。太空垃圾不仅给航天事业带来
巨大隐患，而且还污染了宇宙空间，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尤其是核动力发动机脱落，会造成放射性污染。包括中国
在内的各国航天专家们
已经开始研究限制太空
垃圾的产生，以及消除
太空垃圾的办法。

（潘兵 收集整理）
(关注二维码知晓

您身边的科普知识)

长顺：景区餐饮业厉行“光盘行动”

天文研学访客聆听宇宙的声音天文研学访客聆听宇宙的声音。。

游客在甲茶景区戏水游客在甲茶景区戏水。。

查看调试烘干机查看调试烘干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