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民生责任编辑 马建华
组版 陈相 2017年10月10日 星期二 5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再艰苦的地方也需要人”
雀儿山的公路是 50 年代初期，解

放军进军西藏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抢修通车的。由于公路技术等级低，线
形差，路基狭窄，坡陡弯急。冬春遍地
冰雪，路难见；夏秋冰雪融化，路打滑，
而且经常塌方，十分危险。

雀儿山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空气
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头一次上
雀儿山的人，即使坐着不动，也会气喘，
头晕目眩。山上气候严寒，年平均气温
零下18℃，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2℃，每
年冰冻期长达8个月，6级以上大风每
年要刮5个月以上。积雪达半米深，风
能刮到人站不住。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一般人连生
存都很困难，而道班工人们不仅要生
存，而且还要担负繁重的养护任务。

据曾双全回忆，有一年冬天，他推
雪时遇到雪崩，把他驾驶的推土机弄下
去一半，再多一点他就要掉下万丈深
渊。遇到泥石流突发季节，下边救援上
边落石头，要“跟石头赛跑”。有些工人
手脚被石头砸中，有药就自己包扎一
下，严重的就得送下山去治疗。

雀儿山环境复杂，堵车是常事。曾
双全说，每次看到堵车，工友们就想尽一
切办法营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但是
抢通后，脚就开始颤抖。“现在我们有经
验了，会预估到一些危险，只有泥石流估
计不到，因为我坐在机器里根本听不到，
只能是外边人一打手势，我就退出。”“有
一次为救一辆陷在大雪中的车，我和工
友们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由于气温太低，
我的双手经雪水浸泡后，粘在推土机上，
无法动，是工友们用体温和大衣等慢慢
保暖，才将粘在铁上的双手取下，当时我
的双手根本没有一点知觉。”

道班工人一年四季很难吃上新鲜
蔬菜，过往的司机从内地带点蔬菜上
山，要不成了“干菜”，要不冻成“冰

棒”。由于长期缺少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工人们常常嘴皮开裂，牙齿松动，指
甲变软，头发脱落。高山气压低，水烧
到76℃就沸腾了，饭菜都是夹生的，吃
下去常闹胃病。

工人与家人聚少离多 曾双全已经
17年春节没回过家了。

五道班工人每年有 2 个月左右的
假期，曾双全主要休暑假，寒假就不能
与家人团聚。他在五道班工作 17 年，
已经在道班过了17个春节。“我爸退休
后我顶班，主动申请调到这里来开推土
机，想学门手艺回去挣钱，没想到一开
就是17年。”曾双全感慨万千。

对于工人们来说，与家人团聚非常
难得。曾双全老家在四川简阳，儿子19
岁。他掐着指头说：“算起来我和儿子
的相处时间，不到1年。”他直言非常想
念家人，平时主要靠看照片、通电话缓
解思念之情。但由于雀儿山垭口上的
机塔受到损坏，信号没有了，只能顶着
大风到其它道班打电话。

谈及妻儿，曾双全非常激动，这位
坚守五道班 17 年的老工人眼眶湿润：

“我很内疚，常年在这里上班，很对不起
他们。”

最后道班工人的心愿
到低海拔地区工作

科学研究表明，在山区海拔每提高
一千米，气温下降6.5摄氏度。到了海
拔五千米的高度，气温要比海平面低
32.5 度。而杨厚刚已经在这个海拔工
作了8年。

杨厚刚是雀儿山五道班的现任班
长，25 日，杨厚刚和往常一样带领 8 名
同事保障雀儿山公路的通畅。

雀儿山 32 公里的盘山公路，在
1995 年——2003 年曾发生 371 起交通
事故，夺走68条性命。因为地势陡峭、
道路狭窄、缺氧、极寒，川藏公路的雀儿
山段被称为“川藏第一险”。

每天早上八点起，五道班的成员就
要上山沿路巡视。从 1951 年通车以
来，这段山路一直是土路。

他们要处理塌方的石头，把被压烂
的土路填平，给涵洞排水，清理排水沟，
以及清理垃圾。

“雀儿山最危险的路段都在我们这
里。”杨厚刚说。那些最容易发生事故
的路段都有外号，比如“老一档”、“鬼招
手”、“燕子窝”、“老虎嘴”。

“鬼招手”年年都会堵车，因为这里
雪崩频发，经常把原本就狭窄的路面堵
得严严实实。这条路的外侧没有任何
遮挡，下面的悬崖深不可测。而在“老
一档”，过去所有卡车司机都要挂到一
档，才能通过陡坡。

飞石、雪崩、两车相遇在窄路口，都
可能让雀儿山公路堵上一天乃至一周
的时间。到了晚上，气温降到零下 10
多度、甚至几十度的时候，被困的乘客
和司机纷纷涌向五道班的驻地。妇女
和儿童躺在他们的床上，男人们站满了
房间，道班储存的干粮吃得干干净净。
这时，这群人是赶也赶不走的。谁都明
白，没人可以活着在外面过一夜。

时常发生的堵车、抛锚，工人们对遇
险人员的救命之恩，让五道班和乘客、司
机形成了亲密和谐的关系。在采访时，
杨厚刚的工友们说，司机在经过雀儿山
时，只要看到道班工人，都会停下车来，
递只烟、送水、送水果、送手套等，嘘寒问
暖，让他们免费搭车到县城去买菜，或者
帮他们捎些空水桶下山接水。

每天下午五点半，杨厚刚和他的工
友们都会走到距离住处 200 米的一个
山口打电话。那是雀儿山几十公里山
路唯一有信号的地方。

对于五道班的人来说，通电话或许
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吃完饭，看新闻
联播和电视剧，就到了睡觉时间。再
晚，太阳能发电机就嘀嘀响，这是电量

不足的报警声。九点，是道班工人的睡
觉时间。

由于环境艰苦，9个道班工人里面有
6个是离异的单身汉。所有道班工人，都
来自成都平原，回趟家要坐两天客车。

很多人在高海拔道班工作的时间
都在20年以上。他们的父辈参与修建
了这条最早连接西藏和内地的公路，随
后留下来，成了第一代道班工人。

五道班的厨房是一间不足 5 平米
的小屋，里面放着一座烧木柴的火炉，
摆放着一个高压锅、两个热水壶。“因为
海拔太高，五道班没有直接的水源，都
要到 20 里外的雀儿山三道班、四道班
或六道班去取水，他们那里海拔底，可
以取到水。电，要靠太阳能来发电，但
只能坚持3小时。”郑良说。

25日中午，郑良、杨朝向、赖志明、
刘珠林等公路人吃了一顿最后的告别
宴，红烧排骨、炖猪蹄、青椒炒肉是五道
班工友最后的午饭。

在五道班驻地的会议室内，国家级
和省市州荣誉证书挂满了整面墙，“至
少有上百个荣誉。”杨厚刚说，这些荣誉
代表着国家对他们维护坚守雀儿山公
路的肯定。

雀儿山公路隧道贯通，杨厚刚和同
事们既高兴又有些不舍。不舍的是道
班人员将被重新安置，从青年到中年，
整个青春年华都在雀儿山度过，每一处
道路都有道班人员走过的足迹，“我们
大多数都是五道班二代，父辈在这里，
我们接班才来这里。”杨厚刚说。

自此，“翻越雀儿山，犹过鬼门关”
的历史将一去不返。不过，隧道贯通
了，过往的车辆再也不用经过“吃人”的
路段了，10分钟就能穿山而过，“我要把
我养护过的公路再走一遍。”站在5050
米的雀儿山垭口，曾双全远眺高耸入云
的山峰，目光炯炯，他养护过的每一寸
公路都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我们终于‘下山’了”

■金鑫

国庆和中秋佳节 8 天长假，许多人
放下手里忙碌的工作，选择外出旅游。
医生护士、警察等特殊工作岗位上的工
作人员却迎来了最忙碌的时间，他（她）
们是最美丽的坚守者。

在巴塘县人民医院，门诊、查房、护
理、治疗和手术，医务人员每一天都这样
忙碌着。

“8天假期，我们门诊上的医生都是
轮流上班，我要上3天的班，因为时间安
排不过来，我只有坚守在医院。我已经
60岁了，退休在家，但为了病人，我又回
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巴塘最近病人比较
多，传染性疾病也比较多，为了能够让他
们早日康复，减轻痛苦，我上这个班也没
什么的，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做出贡
献。”县医院的返聘医生黄静说。

新闻工作者依然是忙碌群体当中的
一员。在巴塘电视台，记者、编辑、播音
员紧张而有条不絮的忙碌着，加班加点
的制作节目。“长假期间，来巴塘的游客
很多，游客在游览靓丽景区回到宾馆后，
观赏电视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电视

节目是游客了解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窗
口，我们加班加点赶制旅游文化节目，让
更多的游客了解巴塘、认识巴塘。”巴塘
电视台负责人李霞说，电视台不仅播放
旅游风光片，记者也多路出击，报道巴塘
长假期间的新闻。

“今天是中秋节了，本来应该与一家
人团聚，但是为了保护巴塘的一方平安，
我们全体警察都放弃了假日休息。”县公
安局的干警黄娟说，“其实我真的很想自
己的娃娃，说起他们我就觉得很对不起
他们，6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我离
开他们，不在他们身边，但是既然选择了
这份事业，我就应该肩负着崇高的使命，
就应该服务人民、对党忠诚，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

巡逻防控、维持秩序、排查隐患…巴
塘公安干警全力保障国庆期间各项安保
措施全面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但对于家在
外地的打工者而言，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家
过节。在巴塘的异乡人在劳动之余，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度过了快乐的中秋节。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节
这天，川新有限责任公司的郝益和他的

10余名工友来到龙王塘“烤”串过节，大
家愉快的拉着家常，尽情的唱歌跳舞共
度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
思亲”，在万家团圆的节日里，他们更加
思念千里之外的亲人。工友们拿出手机
与家人视频、通话互诉衷肠、报去平安，
带去祝福；告诉家人自己在巴塘工作生
活都很好，请家人放心。“大家背井离乡
出来打工，养家糊口不容易，为藏区的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了贡献。在佳节
期间，工人们在全力推进工程进度的同
时，和全国人民一道祝福祖国强盛，祝福
藏区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当然，我
们也准备了丰盛的食品，让家人看到，我
们远离家人，但大家在一起，亲如兄弟，
我们并不孤单。”郝益说。

“今天是中秋节，我把公司所有的同
事些都带来，因为我们都是外地人，举目
无亲。趁着过节，组织大家到龙王塘烤
烧烤、耍一下，大家一起庆祝下；我们在
巴塘搞‘五线’下地建设，大家都非常辛
苦非常累，基本上一个月除了下暴雨时
可以休息下，其他时候基本上都休息不
到，所以利用假期难得的机会，大家聚一
下。”川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

郝毅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而且今天又
是中秋节，本来今天应该跟家人团圆的，
但是大家都因为工作，需要坚守岗位，为
了让大家感受到节日的浓厚氛围，我们
就聚到一起了，让大家感受到团队的凝
聚力。我在外面漂泊了10多年，除了春
节回家，平常的节假日都在工地，感觉很
亏欠家人。今天我们都玩得很开心。”

川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员周洋
说：“这次是我第一次到甘孜来做工程，
来的时候老婆已经怀孕一个月了，我到
现在都还没有回去看望照顾过她，希望
她在孕期平安健康，今天是中秋佳节，是
万家团圆的日子，我祝福家人平安，老
婆，我爱你！”

国庆中秋佳节期间，很多民工依然
坚守在工地上，远在他乡，浓浓的思乡情
怀、浓浓的乡愁，他们把对家的思念留在
了心底。

国庆中秋佳节是举国欢庆、万家团
圆的日子，也是不少人外出旅游的开心
时节，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如既往地
忙碌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舍小家
为大家，默默无闻的奉献着，才换来了这
座城市的安宁与美丽。

致敬！节日里坚守的人们

雀儿山，被称为“山鹰飞不过的山峰”。
经过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

不足2公里就到海拔4889米的五道班
驻地，这是三千里川藏线上海拔最高
的一个道班。9 月 25 日，在雀儿山隧
道正式通车的前一天，对于在雀儿山
五道班坚持 17 年的曾双全来说是一
个特殊的日子。曾双全说：“雀儿山隧
道明天就要正式通车了，心里还真有
些不舍，但让我们高兴的是隧道通车
了，我们终于可以下山了。”因为隧道
通车后，他和工友们养护最险要公路
的使命也将随之结束。

“春天不长草，氧气吃不饱，终年
雪不断，四季穿棉袄”是五道班工人们
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雀儿山五道班的
17年里，曾双全见证了这段最危险的
公路上发生的一切，苦和累一直相伴，
但他直言从不后悔选择，因为他们的
付出换来了过往车辆的安全。

■本报记者 田杰 马建华 白玛 文/图

本报讯（陈莉）在国庆、中秋长假
前，道孚县严抓干部监管和警示教
育，筑牢“双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的“防火墙”，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积极营造
欢乐、祥和、廉洁的节日气氛。

严抓干部监管，整治干部作
风。9月27日至29日，由县纪委牵
头，县委组织部、县电视台组成工作
组以定点检查、突击抽查等多种方
式，督查干部遵守作息时间、在岗履
职情况，对存在迟到早退现象的12
个单位、19人点名道姓进行曝光，在
全县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责令写
出书面检讨。

严抓警示教育，整治过节风
气。道孚县纪委监察局通过短信平
台向全县416名副科级领导干部发
送廉政短信1000余条，在廉政微信
公众平台“敲警钟”，中秋国庆期间要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准用

公款吃喝、旅游、送月饼等，不准乱发
钱物，公车私用，不准出入私人会所
和收受“红包”礼金。以全州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和近期该县处理的2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案件为例引以
为戒，提醒全县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廉
洁自律的自觉性，过好“廉节”关。

严抓宣传督导，狠刹吃请之风，
9月下旬，由县委、县纪委监察局组
织部分纪检组长和乡镇纪委工作人
员成立专项宣传教育暨监督检查督
导组分赴5个片区、22个乡镇、53个
县级机关单位、4个省州属行政企事
业单位，调查走访“两节”期间乡镇
和机关单位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措
施，是否存在“吃请”之风，并以宣讲
会的方式强调节日期间的廉洁纪
律，提升社会满意度，同时督查前三
季度党风廉政工作推进情况。本次
督查提出问题质询52条次，督查各
类问题26条，现场反馈问题26条。

道孚县

整肃风气过“廉节”

本报讯（记者 张磊）10月2日，
以“约会康定木雅圣地 ——世界的
康定情歌，康定情歌的世界”为主题
的2017康定情歌国际音乐节在木雅
圣地景区盛大开幕。本次音乐节适
逢国庆假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各
地的音乐爱好者和游客观看。

为确保节日期间网络能经受住
突发、高流量负荷的考验，甘孜移动
以提供畅通、优质的通信网络为宗
旨，全力以赴、积极部署，抽调精英骨
干人员成立应急保障小组，提前两周
前往活动现场开展摸底测试，提出优
化调整方案，进一步扩大移动网络容
量，确保音乐节主会场区域4G信号
覆盖。在活动现场，甘孜移动专业测
试人员时时开展网络对比测试，后台
关注指标、数据，第一时间发现网络
问题，开通区域载波聚合，提升上下
行速率，确保现场 VoLTE 感知良

好。记者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打电
话、聊微信、晒图片，不亦乐乎。

据悉，本次活动人流密集、流动
性大，为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好每
一位游客，甘孜移动特别抽调了10
名人员组建营销服务团队，线上主
推“和我看”、“咪咕音乐”APP、国庆
中秋双节流量包，全程为用户提供
高清直播，线下通过和生活电商服
务站销售甘孜特色商品，全力做好
节日期间的用户服务。

据统计，本次保障甘孜移动共
计出动应急通信车1辆、保障车辆6
辆、油机 5 台、保障人员 17 人，活动
高峰期单小区最高接入用户数达
467人，下载速率达20MbPS，未出现
重大网络事故、网络拥塞、用户投诉
情况，为游客感受最浓郁最地道最
多样的川西民俗风情提供了优质的
通信网络。

甘孜移动

为游客提供优质网络服务

本报讯（贺淑明）为确保节日期
间，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泸定公
路分局及时启动“十一”黄金周保通
工作实施方案和分局，干部职工全面
开展保通、保洁、保畅、保安全工作。

按照工作方案加大巡查力度，各
包片领导全天在责任路段巡查，及时
发现问题和各类突发事件并妥善安
排、处置；各包站干部每天一早到各自
负责的养护站开展工作，坚持和一线
养护职工全员上路作业，责任分段落
实到人；辖区内应急停车点机械摆放
到位，安排专人负责，随时做好应急抢
险保通工作；按照讲纪律，讲奉献，讲
责任，讲形象，讲素质，讲风格的要求，

强化管理，要求所有上路人员必须穿
反光安全警示标志服，养护作业必须
设置安全警示作业区；加强道路日常
养护，全力做好道路保洁。据工程部
门统计：泸定分局管养路段发生交通
事故8起，出动应急救援机械8台次
（拖车6台次，吊车2台次），救援事故
车辆6台/次，清理白色垃圾1.37吨，
清扫路面48平方千米，清除路肩砂屑
杂物13.2平方千米，清理边沟15.5千
米，清除水沟淤泥1.2立方米，为游
客提供路况咨询37人/车次。

面对比平常更加繁忙的养护工作，
平凡朴实的养路职工们纷纷表示：在祖
国喜庆的日子里，我们累着也是幸福的。

泸定县

养路工节日上路保畅通

本报讯：（叶强平）10月4日，中
秋佳节，理塘县公安交警大队为停放
在县城边“八一”草坝大货车临时管
制点的驾驶员送去月饼和饮料，感谢
他们为了游客平安畅通停运让路。

今年国庆旅游黄金周，根据道路
交通现状和目前旅游形势及特点，车
辆流量大幅增加，为保障“十。一”黄
金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保证
广大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理塘县决定
从9月30日0时至10月6日24时，国
道318线理塘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5
轴以上（含 5 轴）重型货运车（拖挂
车），设置管制点，严禁管制车辆在管
制时间进入管制区域路段行驶。

虽然提前发布了公告，但一些大
货车司机因种种原因，未能在管制时
间前驶离该路段，截止 10 月 4 日上
午，有140多辆大货车不得不停放在
临时管制点。为游客让路，大多数货
车驾驶员还是能理解，从西藏昌都拉
矿石到成都的山东驾驶员赵蒙说：

“开车在外，图的就是平平安安，虽然
我们多耽搁了几天，但游客一路畅通
玩高兴了，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
费。”经常跑川藏线的雅安驾驶员王
世平说：“大货车停在草坝上，早晚有
警察巡逻不担心货丢失，有的驾驶员
还趁此机会跑去旅游，今天还给我们
送来月饼，多等几天没关系。”

理塘县

140多辆大货车为游客让路

本报讯（王强勇 黄尚军）今年
以来，色达县委党校针对该校师资
薄弱、管理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够等
实际问题，强化措施，补齐短板，内
强素质，外树形象。

县委党校以强化干部党内思想
政治教育激发工作内生动力为抓
手，校班子成员主动带头开展“向我
看齐”的主人翁实践活动，身体力行
带动全校教师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建立完善制度50余个、开展走廊文
化、廉政文化建设上墙 22 个、建立
宣传栏3个、公开栏1个，自筹资金
3000余元，开展校园植树、种花、种

草等绿化、美化工作。聘请骨干人
才97人作为常规培训的客座教师；
开展校内教师对教学设备使用、课
件制作和讲授提能工作；开启“先讲
后教”的教学新模式提升教学质量；
实施外引计划，合理利用对口援建、
校校共建资源，积极衔接成都温江
区委党校、成都纺专组织专家教授
开展“上高原送教活动”，重点宣讲
政治理论和适用专业技能；开展“内
培”提能活动，积极选派2人到中央
党校参加提能业务培训。全力做到

“沟通衔接好、会场布置好、培训服
务好、课堂跟踪好”。

色达县委党校

加强自身建设补齐短板

雀儿山隧道通车，五道班工人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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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