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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出发，往西南走600多公里，
就来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
这里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热带海滨风光，
却因诸多原因导致发展相对落后，那毛村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2016年5月，彭彬作为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派驻雷州市那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到那毛村开展精准扶贫。三年光阴似箭，
他千方百计琢磨脱贫新路，自己的头发白
了、皮肤黑了，而那毛村却迈上了新台阶。

“入地”
——从土里种出“金子”来

这两天，那毛村天朗气清。新盖的
文化楼和体育公园旁，不少村民闲坐在
这里纳凉。对他们来说，未来的生活充
满了盼头。

但彭彬刚到那毛村时，却是另一番景
象。入村摸底之后，他发现，这里的扶贫
担子要格外重。

那毛曾是个渔村，20多年前渔民上
岸，却没有足够的种养技能。全村耕地不
到1000亩，常住人口却有3000人，农地
分配严重不均。村里的60户贫困户中，
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不少家中还有大
病和残疾情况。这个海边村庄平均每年
都会遭遇至少一次的台风袭击，农业种植
风险很大。

没有天时地利，彭彬和驻村工作队

就靠自己的专业来研究。经过调研，他
们发现，那毛的土质偏沙，富含火山灰，
适合种番薯。于是确定主攻冬种番薯，
一来避开台风灾害，二来南薯北运、供应
北方冬春市场。

“我们的‘黄金手指薯’可不一般，个
头小，不用剥皮，吃了不口渴，女孩子也不
怕弄花指甲。”现在，彭彬走到哪都要为自
家番薯代言。但如今叫响市场的“福平”
牌番薯，在推广初期并不顺利。

村里的李喜在茅草房里住了大半辈
子，因为腿部残疾，一家五口只靠他媳妇
做些杂工来养活。他们家曾经也种过番
薯，因不得其法总是赔钱。

工作队推广初期，李喜和许多村民都
不相信种番薯能挣钱。四处碰壁的彭彬
选择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2016年
国庆，工作队带着3户示范户种下16亩番
薯，其中包括李喜家的两亩丢荒地。

“年底就丰收了！”彭彬说，他们把全
村人请来品尝，还请了客商到村里采购，
现场为示范户结算现金。李喜一家两亩
地，短短4个月就“刨”出了4000元。原
来土里真的能挖出金子！村民尝到了实
实在在的甜头，也就开始跟着种植了。

第二年，李喜还借了亲戚10亩地种
番薯，一年就赚了3万多元。收入增加
了，人也精神了。李喜从以前的“等靠
要”，到现在主动请缨，还担任起村里的保
洁员。去年，李喜一家盖起崭新的小平
房，如今已经是村里的脱贫“明星”。

“上天”
——无人机飞出脱贫新路子

村里耕地毕竟有限，加上一些年轻人不

愿下地干农活，农机专业出身的彭彬想到了
一个好法子——带村民“上天”搞飞机。

“无人机替代地面农机是一种趋势，
加上无人机培训成本低、门槛低，收入也
不错，适合推广。”彭彬说，他开始尝试在
村里培训操作农用无人机开拓新路。

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那毛
村合作社和珠海羽人公司合资成立湛江
羽人飞防服务公司，办起了无人机培训学
校，贫困户子女来培训全部免费。

这么“酷”的工作立刻吸引了村里村
外许多年轻人过来学习，23岁的李尊挺就
是其中一个。

李尊挺说，一个月的培训让他对这个
工作充满了兴趣。因为成绩优秀，经过考

核，他被公司聘为正式员工，从事专业的
无人机植保工作。

目前那毛村已经培养学员30多人。
年轻的飞手们操作着无人机，开展甘蔗、
水稻、番薯的喷药、施肥、播种服务，效率
比传统农业服务高出许多，深受市场欢
迎，订单一个接一个。3年来，合资公司为
粤西地区作业面积20多万亩，合作社收
入近40万元，为贫困户每人每年分红上
千元。

李尊挺等飞手不仅带动了自己家庭脱
贫致富，也带动着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村里。

脱贫后还要富起来、靓起来
在扶贫工作队的办公室墙上，贴着所

有来过那毛扶贫的工作人员照片。3年
多来，人来人往，彭彬的头发已经从刚来
时的乌黑变得花白。经历过雨天高速上
给供应商送货而出车祸，见证过并肩作
战的村委同志因公殉职，彭彬不曾动摇
过扶贫的信念。

2018年，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近万
元，村集体收入15万元，那毛村终于脱
贫了。

村里番薯加工厂的扶贫车间开动
了，公共区域楼顶5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也试验成功，村里的小学配备了先进的
教学设备……

“近来，父亲一直焦虑忧郁……我看
这个村子变化真的很大，可他还时常摇
头。我问他，你那么辛苦干了三年，还没
成功吗？他说，自己的任务是完成了，但
村里的工作还有很多……村子进步了，父
亲却退步了，他头发白了，皮肤黑了，也变
得更焦虑了……”这段稚嫩而饱含感情的
文字，出自彭彬13岁的儿子彭秉丞《父亲
的工作日》的作文。

在驻村三年多的时间里，彭彬一般一
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没能给予家人足够
的陪伴，还错过了儿子的成长和升学。谈
到这些，这个不怕苦累、不怕危险的汉子，
还是红了眼眶。

“孩子笔下描绘的，不只是我，也是全
省20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近4万名驻
村扶贫干部的真实写照。”彭彬说。

接下来的一年多，彭彬还将继续坚
守在扶贫一线。增加番薯品种、探索农
产品深加工的产业、整治人居环境……
彭彬说，让村子不但脱贫，还要富起来、
靓起来。

据新华社广州9月10日电

“上天入地”也要带领乡亲脱贫

最近，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实现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国产动画
电影的崛起，离不开背后众多默默坚守的
国产动画工作人员。

曾参与制作《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豆
福传》、《驯龙记tv版》等动画大片，今年30
岁的国产动画人吴序腾，是土生土长的湛
江人。直至进入国内知名动画公司工作，
这个“80后”小伙子，已经有长达10年的动
画从业经验。如今，他正凭着湛江人的勤
奋和踏实一步步圆了自己的国产动画梦。
近日，本报记者对吴序腾进行了专访。

从小有个国产动画梦
1989年，吴序腾出生于湛江霞山，从小

就爱看动画的吴序腾一直有个动画梦。在
2008年高考的暑假里，吴序腾都被一部名
为《功夫熊猫》的3D动画片震撼着。他第

一次发现，原来动画电影可以这样生动。
吴序腾说，从那时起，他就希望做出

一些出色的国产动画。于是，他毅然在志
愿选择上填写了动画设计专业。入读大
学后，吴序腾有了更多时间和机会钻研动
画，也结识了许多有共同爱好的同学朋
友。但一心希望成为优秀国产动画师的
吴序腾发现，在传统的课堂上学到的并不
完全是自己想要的，他渴望汲取更多的动
画营养。

在与老师和前辈交流后，吴序腾开始
闭门上网下载了众多国外动画教程，吴序
腾学到了很多，也感触良多，最终他向学院
提出要休学到北京参加专业培训班。被拒
绝后，吴序腾经与父亲商量后，毅然选择了
退学，并到北京参加动画基地培训班，从此
开始了不一样的成才之路。

经历不一样的成才路
2009 年 6 月，吴序腾参加的培训班

里共有34人，大多是大三大四学生或工

作人员，而年仅19岁的吴序腾是最年轻
也最特殊的一名。深知自己学历不高，
基础不够扎实的劣势，吴序腾使出了钻
研的狠劲。但就在他刚跟上步伐的时
候，家中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不仅打乱
了吴序腾的学习计划，更让他连吃饭都
成了问题。“那段时间，常常含着泪水在
学习，但心里却一直告诉自己要更争气
回报支持我的父亲。”

饱经艰辛学习完课程后，吴序腾在
2010 年 5月份开始找工作，但因没有文
凭，错过了招聘的高峰期。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见到原力动画公司在招聘学徒工，
吴序腾单机参加了面试。此后，吴序腾每
天都盼望着录取电话。“虽然学徒没有工
资，但没有人能想象我当时有多渴望一份
工作。”

经过6个月的学徒生活和试用期后，吴
序腾终于在原力动画公司当上了正式员工，
而那段时间的艰辛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
在原力动画工作期间，吴序腾进步神速，他

先是参与了《驯龙记tv版》动画的设计，又在
国际知名动画论坛“11秒俱乐部”平台比赛
中拿下全球第12名的佳绩。

此后，吴序腾退出公司，参与了《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的动画制作，又参与了美国
培训学校的专业培训，得到了国际知名动
画大师的教导。这位昔日自卑的辍学生一
步步走向了国内动画的顶尖水平。2015年
10月，吴序腾加入湛江企业家陈华旗下的
京基动画公司，并从高级动画师升到动画
组长，现在已成为动画主管。在公司的《豆
福传》动画大片中，他承担了相当重要的动
画设计。

曾参与制作多部动画大片
对吴序腾来说，观众在电影院里享受

观看的十多秒动画，可能是他在电脑前奋
战二三个月的劳动成果。

“我的职业是动画师，虽然不参与设计
人物模型，但动画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
我们在操控设计。”吴序腾告诉记者，从业动

画设计师多年，不仅参与设计过《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豆福传》等多部动画大片，更承
接过梦工厂、迪士尼等大公司的动画设计。

“动画一秒钟播放24幅画面，我们动画
设计师就是要在24张画面里，让一个动画
人物活起来，让动画人物的神态、动作、肢
体表现得恰到好处。”吴序腾说。

从事动画工作10年，如今，吴序腾在
国产动画圈里也小有名气。他曾获得参加
《哪吒之魔童降世》影片制作测试的邀请，
但当时正担任动画主管的吴序腾，正把全
身心投入到公司的动画项目中，错过了参
与该影片制作的机会。“虽然错过了加入国
产动画神作的制作机会，但看到该影片的
火爆，作为国产动画人，感到特别自豪。”吴
序腾说。

“近年来，国产动画一直在进步！”吴序
腾说，近年来，一批国产动画影片佳作涌
现，体现了国产动画的进步。吴序腾认为，
国产动画一直在背后默默进步，希望大家
给国产动画多一些时间和鼓励。

礼赞新中国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奋进新湛江

党报记者进百家

本报记者 李亚强

“80后”湛江小伙圆了他的动画梦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孙少
龙）记者从公安部获悉，9月20日起，机动
车销售企业可提供购买车辆、购置保险、选
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群众购车后无需前
往车管所办理登记。

在 10 日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
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平介绍，
今年上半年，公安部推进在机动车销售企
业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发放临时行驶车
号牌等措施，购车群众领取临牌后即可上
路行驶。新政实施以来，交通管理服务站

共发放临时行驶车号牌230多万副。
据了解，此次改革在推进购车上牌一

站办结的同时，还将查验、审核工作前置
化，实现销售前车辆预查验、资料预审核、
信息预录入。群众购车后直接选号办牌，
当场领取行驶证、登记证书、临时号牌，正
式号牌邮寄到家，变多个环节为一个环节，

最大限度地压缩等候时间，实现登记上牌
更高效、更优体验。

据李江平介绍，该措施将自今年9月
20日起在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
计划单列市等大中城市率先推行，年底前
在全国全面推行，逐步增加机动车销售企
业代办网点数量，实现服务全覆盖。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除购车上牌
一站办结外，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
快办、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等便捷
快办服务以及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息网
上转递、“两个教育”网上学习、交通事故多
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等网上交管服务也将
于9月20日起推行。

据新华社天津9月10日电（记者周
润健）一年中秋至，又见圆月时。今年的
中秋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天
文专家介绍，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影
响，14日的最圆月（也称“满月”）是今年
内的“最小满月”，娇小玲珑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二者
之间的距离并不恒定。据计算，月球与地

球之间的平均距离约38.4万公里，最近约
35.6万公里，最远约40.6万公里。由于月
地距离不一样，地球上人们眼中的月亮也
就有了大小之分，“大月亮”和“小月亮”两
者视直径相差八分之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史志成介绍，根据天文精确测算，今
年的中秋月最圆时刻出现在14日12时

33分。由于月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
的，因此每绕一周都各有一次远地点和近
地点。本月月亮过远地点的时间为13日
21时32分，此时月地之间的距离约40.6
万公里，是全年当中月球距离地球最远的
一刻，此时月亮的视直径最小。因此，今
年的中秋月比其他年份的中秋月看上去
明显“瘦身”一些。

据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记者梁
希之 顾震球）英国议会下院10日凌晨再
次否决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在10月15日
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议会随后正式开始
为期五周的休会。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大多数反对党议
员投下反对票或者弃权，最终投票结果为
293票支持、46票反对。由于未达到规定
所需的、全部650名议员中三分之二以上
票数的支持，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再次
被否决。

约翰逊曾在4日晚英国议会下院通过
旨在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案后提出动议
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但未获通过。

约翰逊在10日凌晨投票结果出炉后
说，政府将在议会休会期间继续努力与欧
盟谈判达成协议，同时也做好“无协议脱
欧”的准备。他强硬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
要求欧盟再次推迟英国“脱欧”。

据新华社首尔9月10日电（记者耿
学鹏 田明）韩国军方10日称，朝鲜当天
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试射两枚短程
发射体。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信息显示，
朝鲜于当天早晨6时53分和7时12分先后
两次，由平安南道价川一带试射发射体，两
枚发射体最大射程均可达到大约330公里。

朝鲜试射两枚
短程发射体

韩国军方称

据新华社广州9月10日电（记者田
建川、胡拿云）可“刷脸”进站的地铁智慧示
范车站9日在广州上线。乘客只要通过手
机完成实名注册并绑定支付方式，即可“无
感”过闸通行。

近年来，我国的公共交通领域应用人
脸识别技术的场景越来越多。如今，高铁

“刷脸”进站已很普遍，机场、地铁等场所也
正被人脸识别技术覆盖。

广州地铁智慧示范车站目前仅在地铁
3号线的广州塔站、21号线的天河智慧城
站上线，待测试成熟后将推广使用。上述
智慧示范车站由广州地铁集团、腾讯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院等26家单位共同打造。

广州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智慧
示范车站在运营管理和客流引导方面也进
行了提升。示范站将最新的移动通信技术
与产业结合，实现了5G+超高清视频、5G+
智慧边门、5G+智慧安检等多个场景应用。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陈
炜伟）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2.8%，涨幅与上月相同。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
格同比七涨一降。8月份，食品烟酒价
格 同 比 上 涨 7.3% ，影 响 CPI 上 涨 约

2.14 个百分点。其中，畜肉类价格同
比上涨 30.9%，影响CPI 上涨约 1.31 个
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46.7%，影响
CPI 上涨约 1.08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上涨24%，禽肉类价格上涨9.6%，鸡蛋
价格上涨 3.8%。此外，鲜菜价格下降
0.8%，为同比连续上涨 18个月后首次

转降。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

中，其他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
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4.7%、2.3%和
2.1%，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分别上涨1.6%、1%和0.7%；交通和通信
价格下降2.3%。

9月20日起购车上牌可一站办结

今年中秋月系年中“最小满月”

8月份CPI同比上涨2.8%

英国议会再次否决
首相提前大选动议

坐地铁可“刷脸”进站

广州上线可“刷脸”进站
地铁智慧示范车站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派驻雷州市那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彭彬（右）带着村里的年轻
人学习使用农用无人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