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琴张琴 视觉编辑视觉编辑 郭显婷郭显婷 邮箱邮箱 qnrbdfb@qnrbdfb@163163.com.com20172017年年77月月2525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县市县市聚焦聚焦

昔日的“无名之镇”
一夜成名

无独有偶，所有美好事
物产生的过程都是漫长的，
然而这些过程都值得纪念。

阳光宾馆。这个全克度
人都知道的老字号宾馆，也
在大家的关注下不断成长。

简单的门头，干净的装
修，这就是阳光宾馆的风
格。“需要住宿吗？今天还
有房。”老板娘看到有人走
进店，热情的打着招呼。

在与老板娘杨正美的交
谈中得知，阳光宾馆之所以
出名，第一是因为开店的年
份长，第二这个宾馆可不简
单，他曾经接待过许多为大
射电选址的专家和工作人
员。

“我们这里已经开了 10
多年，当时能叫得出名字的
宾馆，估计就只有‘好运来
’和‘祝家庄’了，那个时
候还没有宾馆一说呢，那时
候我的店叫‘阳光旅社’。”
杨正美回忆从前，无限感
慨。

从前的阳光旅社，一间
房的房价 20 元到 30 元，生
意不算好，加上交通的不便
利，外来人口不多，每个月
收入也就几百块钱。平平淡
淡的日子从 2008 年 12 月 26
日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FAST)项目正式落户克度
开始改变。

“具体的时间我没记清
楚，但是那个时候，有个把
外国人来，肯定是很轰动
的，当时他们就住在我这
里。在左邻右舍谈论 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项目建设的时候，我还以为
是开玩笑哩！谁知道这个地
方还真被选中了，但是我们
学历不高，没多少文化，就
算知道被选中，也不知道这
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
杨正美笑呵呵的诉说着小店
成长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个淳朴的阿
姨，在 2008 年到 2016 年之
中，慢慢学会了解 500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到底是什
么，了解到克度将会有翻天
覆地的变化，了解到以后还

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这里旅
游，了解到昔日的“无名小
镇”将要以全新的姿态展现
在全世界人民眼中，她也看
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在几年的时间里，杨正美重
新翻修了阳光旅社，并更名
为阳光宾馆，学习了几句简
单的英语。她说，学几句口
语，以后有外国人来我们才
能和他们对话，更好地做好
服务。

不负众望，大射电落户
之后，外来人口猛增，这个
总人口4.55万人的小镇开始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1 年 3 月 25 日 ，
FAST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014年，克度镇按照县
委“强产业、扩城镇、打基
础”的战略部署，紧密围绕

“一城三园两基地五中心”
发展空间布局，全力推进科
普天文小镇跨越发展。当年

7月，原省委书记赵克志到
克度视察调研，提出了“追
赶 、 领 先 、 跨 越 ” 的

“FAST”精神，克度也因此
成为“FAST”精神的发源
地。

2016年“十一”黄金周
期间接待游客 21.2 万人次，
上观景台游客 3.8 万人次；
实施完成省道平塘至罗甸
（S312） 、 航 龙 至 土 坝
（S315） 公路改扩建，启动
平罗高速公路建设；9月 25
日，“中国天眼”落成启用
暨国际射电天文论坛在克度
天文小镇举行。

仿佛一夜间，克度镇流
动人口就变多了，昔日的

“无名小镇”聚焦了全世界
的目光，当地居民原本习以
为常的生活轨迹，已经被改
变。

“从去年开始，来克度
的人就非常多，随着物价的
上涨，我店里的房价也涨到
了 60 到 70 元一间，但丝毫
不影响生意呢，就算是现在
的旅游淡季，每天都会有一
半的房间被订走，火爆的时
候每天都爆满的。现在啊，
一个月几千块钱随便赚。”
杨正美美滋滋的说。

蜕变的“天文小镇”
成为平塘的烫金名片

在杨正美阳光宾馆不断
进步的同时，镇上的宾馆酒

店也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出
现。随着天文小镇的名声大
噪，镇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网红店”，其中，被新华
网、中青报、人民网等知名
媒体采访、刊登过的“天文
酒店”就是一个全克度人都
知道的后起之秀。

走进不大的订房大厅，
墙上那被报道过若干次的

“国际范”时钟静静地挂在
那里，服务员嗒嗒嗒的敲着
键盘为客户开房间。

“您又来了呀，这次需
要采访什么呀，嘿嘿。”记
者碰巧又遇到了之前采访过
的服务员魏青，看这个情
况，她已经成为了“被采访
专业户”。

9 · 25“中国天眼”落
成启用暨国际射电天文论坛

之后，她前前后后被 10 多
家媒体采访过，老板娘杨叶
梅更多，20次不会少。如今
提起天文酒店，已经成为家
家户户都知晓，全镇酒店生
意最好的一家。

“昨天酒店 29个房间全
部都是爆满的，今天现在还
不到下午呢，就只剩几个房
间了，生意太好了，一个月
万把块钱随便赚，我现在都
不愿意去其他地方打工了
呢。”家住克度镇落良村的
魏青自从来天文酒店工作以
后，就再也没有换过工作。
她说，在这里上班，收入稳
定，离家近，安心。

与日俱增的客流量带来
了更多的商机，也吸引了更
多的外商来投资兴业。据统
计，2016 年 10 月克度镇共

有酒店 24 家，但截止 2017
年 6 月，8 个多月时间里，
镇上就爆增 22 家酒店，如
今能入住的酒店就已经达到
46家，这个总面积 287平方
公里的小镇拥有的酒店居然
比有些县城的还多。

“前些日子我们才对酒
店 作 了 统 计 ， 目 前 有 46
家，还有很多家正在建设，
保守估计到 2017 年年底克
度镇的酒店能达到 56 家左
右。”克度派出所社区民警
梁治冰说。

2016 年 9 月 25 日，“中
国天眼”落成启用暨国际射

电天文论坛召开并举行了航
龙未来天文小镇奠基仪式。
克度镇以此为契机，在不到
10个月的时间里，征收土地
5000 余 亩 、 房 屋 2000 余
幢，完成了天文科普文化园
内星辰主题酒店、中轴迎宾
广 场 、 FAST 游 客 服 务 中
心、天文体验馆“四个一”
工程以及园区路网、霸王河
沿河景观、FAST 观景台及
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核心
区移民安置、S315公路沿线
和航龙片区环境整治等工
作，全面推进天文小镇建设
各项工作。

“平塘天文小镇是以天
文科技为核心、旅游产业为
纽带、跨区域合作为平台的
非建制镇，覆盖黔南州平塘
县克度镇、塘边镇、通州
镇；罗甸县边阳镇、沫阳
镇；惠水县羡塘镇“三县六
镇”，规划建设总面积 1954
平方公里。其中，克度镇航
龙片区是小镇的核心区，也
是今后黔南着力打造的科研
科普中心、学术交流高地和
人才聚集洼地。”平塘县政
协副主席、克度镇党委书记
田仁飞介绍说。

作为镇上的老居民，老
字号专卖包子的老板曾无对
小镇的变迁也是感慨不已。
她说，这几年的克度镇开始
在城区实施民居包装，原本
普普通通的房子，被刷成白
墙，统一颜色与造型之后，
面貌焕然一新，入城口的道
路也修建通畅，原先空旷的
郊区，也变成了景区景点。
曾无介绍说，自家的包子店
开了 10 多年，因为大射电
的建设和道路等设施的不断
完善，到镇上的游客越来越
多，生意也是越来越好。原
来冷清的街道，因为一群群
说着不同口音的外地游客的
到来，而渐渐有了“温度”。

在平塘县的规划蓝图
上，天文小镇的定位是“打
造一个世界级的天文地质科
普城市综合体和文化产业园
区”。对于未来五年的规划
布局，平塘县政协副主席、
克度镇党委书记田仁飞这样
说：“我们要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帮助剩余的 1450 户
4280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在 2018 年实现全镇全面建
成小康目标。要力争保持
50%的经济增长速度，确保
经济总量在“十二五”期末
基础上翻两番，GDP 年均
增速达到 50%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 50%以上，
城镇化率达到 45%以上，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0000元
以上。与此同时还将根据交
通格局的变化调整城镇的空
间布局，使城镇规划布局与
交通路网相协调，主动容入
克度—塘边—通州同城化抱
团 发 展 理 念 ， 以 G552、
S315 和即将动工的 S209 为
牵引线，打造鼠场边贸经济
区、油岜特色农产品交易
区、航龙天文科学旅游文化
园和光明“万亩茶海”观光
园，以航龙为核心，集镇为
龙头，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宜居、宜
游、宜商的天文小镇格局。”

作为亲历克度蜕变的
人，不仅是杨正美、曾无
……所有全镇人民都见证了
这个小镇近年来的崛起。大
家都没有想到，昔日的荒山
坡地，今天全变了模样。如
今，美丽的“天文小镇”已
经成为平塘县跨越发展中的
一张烫金名片，在每一个人
的心里，都对天文小镇的明
天充满着期待。

“现在，我们将现场
直播‘观天巨眼’FAST
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安
装，至此，4450块反射面
单元全部安装完毕！央
视新闻记者正在现场直
击这一历史时刻，大家
看直播，一起见证…”

2016 年 7 月 3 日 ，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FAST）最后一块
反射面单元正式完成安
装，它刷新了世界最大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纪
录。而这个历史时刻的
产生地，就位于贵州省
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

“ 厉 害 了 我 的‘ 锅
’！”、“谷歌地图上居然
能看到这个地方！”、“这
是 真 正 的 世 界 第 一
呀！”、“假期我一定要去
那里旅游！”……一时
间，微博、社交论坛等各
种互动平台里全炸开了
锅，全国人民一起见证
了这个历史时刻，也是
这天，平塘克度这座“天
文小镇”也随之名声大
噪。

一口锅“煮沸”了一个镇

平塘“天文小镇”变迁见闻

■ 本报平塘记者站 燕艳

建设中的天文小镇 莫良维 摄 干净和谐的克度镇

集镇街旧貌 集镇街新貌

建设后的新集镇

天文酒店里的“国际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