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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你好，我们是县乡纪委的干
部，来向你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搜
集你对县乡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如果你们认为乡村干部在兑现国
家富民惠民政策中有违纪违规行为或
不作为乱作为的，请及时向县纪委反
映，我们将调查核实并严肃处理。”9月
12日，色达县纪委派出干部深入霍西乡
德汾村牧民次呷放牧的帐篷里开展党
风廉政宣传。

接过纪检干部递来的宣传资料，次
呷连忙让即将读高一的女儿冷莫措讲
给自己听，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感谢的
话。她说，乡村干部经常到家里和放牧
的帐篷里宣传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
现在不管是村干部还是乡干部，都很敬

业，即使在交通不便，远离公路的偏远
牧场，也经常能见到乡村干部的身影。

虽然全国大部分地方仍遭受着
30℃以上高温的侵袭，但地处川西北的
高原牧区，平均海拔超过4100米的色达
县却秋意渐浓。几场秋雨过后，牧草开
始发黄，牧场的温度也降到了0℃上下，
早晨帐篷外还结着一层霜，不少牧民甚
至裹上了冬装。即便牧场早晚气温很
低，但干部经常嘘寒问暖，帮助牧民解
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让牧
民们感到非常贴心和温暖。由于定居
的易地扶贫搬迁房正在建设中，次呷夫
妻整个夏天都生活在帐篷，3个孩子放
了暑假也都来到了牧场与他们一起生
活。说起精准扶贫的好政策，次呷由衷
地竖起了大拇指。不光孩子在学校读
书吃饭不花一分钱，政府还出钱帮助建

房，自己只需要隔几天去看一下建房进
度就行了，连新房里的衣柜、钢炉政府
都考虑到了。“这样的好事以前想都不
敢想。”

在更为边远的然充乡呷吉村，牧民
洛珠也同样收到了乡纪委干部赠送的藏
汉双语《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
规定》《信访条例》《色达县党风廉政建设
社会评价工作知识》等党风廉政宣传资
料。在深化廉政文化进牧场活动中，该县
纪委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份，面对面向群
众宣传1260人，收集问题线索37个。

为让牧民切身感受该县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近年
来县纪委每季度定期向干部群众通报
纪检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干部职工违
纪违规行为的处理及加强干部作风建
设方面的成效，将县纪委书记电话在
全县范围公开，直接受理基层干部群
众举报，缩短问题处理时间，及时回
应群众关切，最大限度提高群众知情
权，并坚持快查快办快结，着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不断增强干部
群众反腐倡廉的信心，赢得了干部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

不少农牧民感慨说，以前群众围
着干部转，现在干部主动上门服务，作
风建设的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干群关
系越来越融洽，“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成
效不满意都没有理由”。

砥砺奋进的甘孜这 年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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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新风吹进色达牧场

色达纪检人员进帐篷宣讲廉政知识。

多重锻炼
发现不一样的“我”

“在组织夏令营之前，我们就对暑
假期间，孩子们假期生活如何安排做
了问卷调查，并就活动内容进行了精
心策划。”甘孜小记者夏令营活动主办
方负责人说，每当暑假来临，由于家长
忙于工作，孩子们无人监管，假期时间
很长，怕孩子在监管过程中出现各种
各样的问题，如何有效监管孩子，成为
家长们十分头疼的难题。因此，我们
的活动方案推出后，立即得到了家长
和学生们的积极响应。根据问卷的反
馈，这次甘孜小记者夏令营推出了以”
原汁原味迪士尼，别具一格杭州风“为
主题的沪杭营和以”特工学院·旷野密
码“为主题的黄山营。

“本次沪杭营带领孩子们了解杭
州的人文，并走进 G20 峰会主办地，
最后让孩子们畅游迪士尼乐园，而黄
山营独家解读荒野教育的 12 项训练
科目，针对7-13周岁少年，提供包括
森林探险、荒野求生、自我保护、挑战
自我、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包括对急
救、救生、追踪、发信号、自然观察、露
营技巧、森林知识、爱国精神以及其
他知识的教导，两个项目都得到不同
兴趣孩子们的热烈响应”。夏令营活
动负责人说。

眼花缭乱的美景，风情迥异的地
方文化，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互动
性极强的活动内容，让我州中小学生
们无比期待。

7月和8月间，沪杭营和黄山营49
名中小学生在主办方的统一组织下，
分别踏上了幸福开心的旅程。

覃燕，今年 25 岁，泸定县贡嘎山
小学教师，得知有这个夏令营活动，她
主动报名担任带队教师。“平常忙于教
学，没有时间出去旅行，本来打算利用
假期外出旅游，看到这个通知后，我决
定带孩子们一起去旅行，通过浙江青
少年研学知名品牌公司‘宝贝2+1’及

‘毅路生存训练’组织的教学，我也能
够从中学习到不少好的教学经验，提
高我的教学水平，我把这次带队当作
是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

“上海和杭州正是高温天气，接近
40度的高温，对于来自我州的中小学

生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随
时要关注孩子们是否会中暑，帮助孩
子们应对如何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
利影响”。带队老师杨银环说，带队老
师白天要关注孩子们的安全，晚上还
要彻夜照顾生病的孩子，让离家在外
的孩子们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沪杭夏令营中的泽仁多吉和邹京
呈，黄山夏令营中的罗玮杰和冯宇鑫，
主动帮助老师做些简单的管理工作，
清点人数，向带队老师汇报营员的健
康状况和心态情绪，帮助照顾年龄小
的孩子，帮他们提东西、拉行李，主动
照料生病的孩子。

在沪杭和黄山夏令营活动中，也
有随孩子一起来的家长，家长们主动
与带队老师和辅导员沟通，在微信群
里积极交流，互相分享孩子们的成长
经历与教育心得。

世界那么大
收获幸福多
一个湖，一条江，一座城，从湖到

江霓虹闪烁！
一航道，一条船，一架桥，从唐到

今千年遗产！
一白墙，一黑瓦，一古街，从东到

西市井繁华！
听了解说员的讲解，游览了美丽

的西湖，孩子们大呼受益匪浅。“把课
本上的文字和眼前的美景结合起来，
加深了印象，学习效果更明显。”罗玮
杰同学感叹，参加夏令营最大的收获
就是把课本上的东西更加具体化，看
美景，了解地方文化，回忆书本上学过
的东西，互为补充，学习效果更加巩
固。他打算把这次的难忘经历以游记
的形式记录下来，分享给同学们，希望
大家今后多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黄山国际营地，位于安徽省黄山
市黄山区焦村镇，毗邻黄山风景区西
大门，占地面积约1000亩。营地按照
国际标准营地建造，拥有标准训练场
地及完善的硬件设施。

“荒野教育课程通过这些多样化
的精彩课程及项目训练，如溯溪、野外
生存、射击、弓箭、水上救生等一系列
课程项目，我们能够在训练中感受不
一样的精英教育体验！”冯宇鑫说，参
加夏令营活动，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依
赖父母的学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毅路生存训练营从国内青少年身
心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展专业化、
多元化的多种课程，包括：水上自救、
攀岩、露营、射箭、溯溪等丰富多彩的
体育活动，不仅锻炼孩子的强健的体
魄、成熟的心智以及领导力。

“溯溪寻源，可以感受清澈的水流

从脚丫子间流过，顽皮的小虾米在水草
中穿梭，学会溯溪技能，更要学会在溪
流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王梦琳同学
告诉记者，作为大山里出来的孩子，他
们对大海十分向往，这次能够亲近大
海，感受大海的宽阔，心里特别激动。

“我们学会了用身边唾手可得的
木材、竹子及户外工具，制造户外厨
具、户外桌椅，自己生火、搭灶、烹饪
荒野大杂烩，让我们学会独立和动手
解决问题。”赵海雁告诉记者，在家里
的时候，家务事都由父母包办，过着
衣食无忧的日子，通过这次多项锻炼
自己动手、动脑活动的锻炼，让自己
明白了父母的辛苦，心里由衷感谢父
母的艰辛付出。

离开父母去远行
孩子 你是好样的
第一次独自使用GPS和指南针；

自己画地图，找方向；在水流湍急的小
河里，伙伴们搀扶逆流而行；回到寝
室，自己洗衣服；8 米高空穿越云霄，
走钢丝、独木桥、攀岩、云梯……

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主办方
拍摄的图片和视频传到家长群。孩子
们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父母每天都
无比牵挂。

“穿越野人林，孩子们第一次看地
图、画地图搜寻目标；水上营救让孩子
们学会了互相扶持战胜困难，并足足
体验了一次打水仗，过足了玩水瘾；晚
上西瓜会更是让孩子们嗨翻了，虽然
不能见到孩子，但每晚都以这种方式
体验孩子的快乐，倍感幸福。”有家长
在微信群里这样留言。

“通过这次孩子夏令营活动，发现
孩子有了担当意识，重重的行李自己
扛，自己的物品自己管理，自己的钱计
划着花，提前规划时间，守时、守信，培
养了团结合作意识。孩子，你们长大
了。”家长们心情激动。

2000多公里的旅行，这是一场离
开父母的独自旅行，这是一次军事化
的全新体验，这是一段美好的故事情
节，山海河湖，是孩子们造梦的地方。

“我们举办夏令营活动的目的主要
是培养青少年自主学习，丰富体验，正
确掌握生存技能并安全享受户外活动
带来的酣畅淋漓；克服困难，锻炼心智，
培养坚韧不拔的优质品格；通过布置一
系列团队任务，达到团员之间携手共
进，提升沟通、协作、领导的综合能力；
培养青少年生活自理，养成独立自主的
习惯。”甘孜小记者机构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后还将根据我州青少年的个性需
求量身定制更加切合实际的夏令营方
案，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情怀、认知世界
的能力等，让孩子们通过夏令营活动学
习到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

快乐的假期已经结束，全州各地
的学生回到了课堂，开始了紧张的学
习。快乐的暑假已经成为学生们美好
的回忆。对于刚刚过去的暑假，学生
们或外出旅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或参加各种名目的补习班，而对于参
加了甘孜小记者夏令营的同学们来
说，他们的收获不仅仅是旅行带来的
视觉盛宴，还收获了友谊。

■见习记者 王栋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夏令营会员合影。

趣味攀爬。

站姿训练。

勇敢攀登。

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甘孜小记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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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父母去远行 生活有诗有远方

本报讯（曹勇 文/图）石渠县是我
省面积最大和海拔最高的县。自开展
脱贫攻坚以来，该县紧紧围绕到 2019
年112个贫困村和5054户、19340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把
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一
号民生工程”来抓。圆满完成了 2016
年 12 个贫困村退出，556 户 2061 人脱
贫和709户2484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今年，该县用力破解难题，全力抓
好脱贫攻坚工作落实落地。

强基固本，突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明确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的
方式，落实8.02亿元，全面落实今年33
个退出村和10个脱贫示范村通村硬化
路项目946.5公里，计划完成33个贫困
村，726户、2829人的安全饮水，有效解
决了“施工期短、进度缓慢”等问题。

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产业发展。
召开产业发展协调会，按照《甘孜州脱
贫奔康百公里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示范
带建设方案》的要求，组建了5个牧区
股份制合作社，建设藏系绵羊保种扩
繁和供种基地，引进藏系绵羊1200只，
促进牧区形成藏系绵羊和牦牛养殖为
主的生态畜牧业经济发展格局；同时，
建成沿省道217线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示范带，在农区则以洛须镇为中心，推
进以大棚蔬菜、沙棘、枸杞、黑青稞等
农产品为主的产业基地建设，推进产
业适度规模化，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和
休闲农业，形成种农旅融合发展新局
面，进一步解决“输血式”扶贫多、“造
血式”扶贫少的问题。

多措并举，突出政府引导扶持。
为 33 个贫困村投入 1701 万元产业启

动资金，充分调动群众发展生产的积
极性，初步探索出一条高寒牧区产业
扶贫的新路子，以“农户+合作社+市
场”等形式，引导所有贫困村组建产业
合作社102个，成立“石渠县太阳部落
农畜土特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
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取暖，形成集生
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有效
解决了合作社“量小质弱”等问题。

统筹协调，突出资源综合利用。坚
持农牧互补，鼓励群众以土地入股的方
式，在洛须片区建设抗灾保畜饲草饲料
基地1000亩，实现了过去在外地购买
饲草饲料到现在向本地群众收购的转
变，既增加了群众收入，又有效整合了
农村土地资源，促进了产业规模化发
展。在色须镇牲畜暖棚成功试点牲畜
养殖和蔬菜种植有机融合的新模式，努
力实现一个资源多种利用，一项投资多
种回报的目标。坚持“政府让权、群众
参与”的思路，积极开展贫困户木工、水
泥工、搬运工等实用技工培训，通过开
发公益性岗位，让群众参与包虫病综合
防治、草场补播、草原灭鼠、犬只驱虫等
工作，既增加了群众收入、提升了群众
技能，又转变了群众思想，奠定了靠勤
劳双手脱贫致富的基础。

强化监管，突出项目资金安全合
理使用。坚持目标导向，狠抓内业资
料规范，统筹推进目标任务与项目的
衔接、项目资金与工期进度的衔接、工
期进度与工程质量的衔接，县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和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资
金审计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全方
位、多渠道开展督查暗访，加大惩戒约
束力度，对不作为、乱作为，触碰法纪
底线的干部，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通力合作。

石渠县破解脱贫攻坚难题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刘蜀

9月5日，能在绵阳师范学院安心
上课的格绒翁姆，打心里感谢新都区
援藏干部刘贵华姐姐等爱心人士的无
私帮助。

“因为家里没有钱，我不打算读书
了，我要工作，早日挣钱，以减轻家庭
负担……”。8 月下旬，现场正在进行
2017年理塘县景区讲解员培训结业考
核，培训学员格绒翁姆流下了伤心的
眼泪。面对唾手可得的就业机会，她
不想放弃，尽快解决就业，或许是她眼
前最好的选择。

格绒翁姆现年 22 岁，目前，她就
读于绵阳师范学院旅游专业，格绒翁
姆面对现场的 5 个评委，始终纠结于
自己的贫困家境，面对经济压力，阳

光般的女孩退缩了。格绒翁姆出生在
理塘县拉波乡一个贫困家庭，其家庭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姨妈一家不希望
她如父母一样过贫穷生活，自她上四
年级的时候，就把她接到县城自己
家，管生活、管教育，一晃大学还有一
年就要毕业了，不幸的是四年前其姨
父患上了脑梗……这个原本幸福的家
不再充满欢声笑语。

在格绒翁姆参加面试考核的现
场，有一个评委是来自于成都市新都
区的援藏干部刘贵华，对于曾经得到
过帮助的她，格绒翁姆的事引起了共
鸣，她的心犹如针刺了一下，觉得应该
为这个善良懂事的姑娘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大学即将开学，这事拖不得。

当天面试结束后，刘贵华就在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发起了助学倡议，短

短的一天时间，筹集资金17020元，可
以解决该生大学最后一年的学费和生
活费。8月31日下午，在县旅投公司总
经理丁真降措和援藏干部范文彬的陪
同下，刘贵华将筹集的资金送到格绒
翁姆的手中，同时嘱咐其努力完成学
业。9月1日，刘贵华收到格绒翁姆发
来的短信：“姐姐，我已经到康定了，感
谢您和好心人的无私帮助，我马上到
绵阳去上学。”刘贵华紧绷的弦终于松
了，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感
谢给予助学帮扶的所有人。

刘贵华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
的，她能做的就是传递这份爱，将温暖
给予需要的人”。最后，她将给予助学
帮扶的所有人的话语汇成了一封信给
格绒翁姆，勉励其努力学到知识，争取
用知识改变命运。

贫困大学生圆梦记

■甘孜小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