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在改革开放 40 周
年之际，本报采访组深入基层，
记录一个村庄、一个地区40年
来的民生发展变迁，既为铭记
历史，也为展望未来。本报将
陆续适时推出相关报道。

因为缺水，瓦卡未被人们视为天
然的生存家园，却在40年间发展成
为一个人们在此繁衍生息的集镇。

5年前，瓦卡经历过地震撕裂心
肺的残酷，之后迅速恢复重建，如今
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今天，在旅游发展的热潮中，
瓦卡人在金沙江畔继续着对生活
的渴望和梦想。

伴着九步锅庄和学羌悠扬的
旋律，金沙江畔的瓦卡人唱到：“田
野飘着稻谷芳香，我收获在瓦卡新
村……”

■本报记者 唐闯 肖宵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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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资讯

本报讯（本报记者）3月11日，州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成康、州政府副州长郑天
强率州旅发委、亚丁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
赴香迪路、俄牙同乡等地开展调研。

在调研中，王成康、郑天强指出，香迪
路的建成将打通大香格里拉环线旅游的
大门，稻城各沿线乡镇要做好道路建设后
的准备工作，提前做好旅游规划。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进来，做好迎接游客前来观光

各项准备。
在各卡乡泥龙调研时指出，联系单位

及乡党委政府要加快脱贫攻坚推进进度；
要对扶贫政策和村里情况了如指掌，对照
标准开展自查，确保脱贫成效。

在俄雅同水利工程现场调研时要求，
要注意林区用火用电安全，确保工程施工
的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在保证不破坏
生态的原则下，打好工程建设攻坚战。

对标自查补短板
打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王跃银）我州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结果显示，十年来，我州贯彻落实国家政
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农村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得到大幅度改善。

交通方面：2016 年末，在乡镇地域范
围内，97.3%的村通公路，24.9%的村内主
要道路有路灯。分别较 2006 年提高 34.7
个百分点和23.8个百分点。

通讯方面：2016年末，90.3%的村通电
话，较2006年提高46.1个百分点，36.7%的
村安装了有线电视，较2006年提高26.7个

百分点，23.6%的村通宽带互联网，2.9%的
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环境卫生方面：64.6%的乡镇集中或
部分集中供水，较2006年提高了58.4个百
分点；65.2%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
部分集中处理，较 2006 年提高了 64 个百
分点。57.4%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
分集中处理，较 2006 年提高了 57 个百分
点，7.2%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
中处理，37.5 %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
厕，较2006年提高了32.5个百分点。

我州农村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

本报讯（州妇联）3 月 7 日下午，州妇
联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康定市公主桥社区
开展法律维权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发放
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婚姻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单，并解答群众咨询，

合理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学法守法用法，
理性表达合理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推动全社会摒弃旧的性别观念，倡导健康
文明、平安和谐理念。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近200份，
接待群众咨询20余人次，进一步提高了广
大妇女的法律素质和维权能力。

州妇联送法律维权宣传进社区

瓦卡人的“绿色”家园梦
得荣县瓦卡镇，位于金沙江畔，

曾是茶马古道上的渡口。
当年，来往于川滇藏的马队商

旅，在此摆渡。摆渡的船夫是瓦卡
最初也是唯一的居民。新中国成立
后，在党和国家发展瓦卡的部署和
感召下，得荣县其它地方的住户陆
续迁到瓦卡，逐渐在这片干旱缺水
之地，自力更生，耕耘出一片片绿
色，繁衍出一个个村落。

在得荣县瓦卡镇，村民们忘不
了两件大事。

40 年前，面对严重缺水的历史
和现实，在部分村民准备搬离瓦卡
的情况下，支书扎给罗布带着大家，
在悬崖峭壁中，劈荆斩棘，开出一条
子庚渠，从12公里外引来生活用水
和灌溉水，润泽瓦卡的土地，绿色在
干旱的瓦卡一点点蔓延开来。

2013 年，川滇交界处发生里氏
5.1级、5.9级的地震，瓦卡受灾严重，
房屋被毁，交通阻断，村民几无立锥
之地。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省委、
省政府的支持下，在州委、州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经过3年重建，瓦卡旧
貌换新颜，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屹立
在川滇交界处。

不向老天低头，瓦卡镇有了水，
瓦卡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8 户人，逐
渐发展到今天的355户。历史上的
摆渡过路之地，发展为人们繁衍生
息的一片家园。在国家的关怀和支
持下，历经地震灾害的瓦卡人，自力
更生，用3年时间在这里重建家园。

3月的瓦卡，山依旧把干旱赤裸
裸地呈现在蓝天下，仿佛在讲述着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曾经经历的种种
艰辛。田野中，青绿的小麦却不管
不顾地冲撞着视线，撞击着心扉，仿
佛在述说生命的顽强和坚持。

在瓦卡镇，村民兴奋地告诉前来
采访的记者，今年，另一项饮水灌溉
工程即将动工，10公里外的刚曲河水
将通过管道直达瓦卡。建新渠、引新
水，原有的子庚渠引来的活水将灌溉
半山及半山以上荒坡，成为栽种树木
的水源，开始自己新的使命。

3月12日是植树节，在乡干部的
带领下，瓦卡镇瓦卡村的村民扛着
锄头，带上水桶和树苗，在荒坡种下
柳树、榆树和刺槐。从2005年开始，
瓦卡镇的干部和村民便开始在荒坡
栽种耐干旱的树木。13 年来，在瓦
卡镇的高山上，往日种下的高山松

已蔚然成林。
“有了充足的灌溉水，我打算试

种藏药材。”瓦卡村54岁的村民阿绒
扎西告诉记者，他已经注册了名为

“高原药业”的公司，如果试种成功，
他希望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和自
己一起发展。

阿绒扎西准备试种的藏药，是
生产云南白药的原材料之一，较为
稀缺。如果试种成功，每亩经济效
益可达 15 至 16 万元。阿绒扎西表
示，如果将来藏药试种成功形成规
模，还可以成为过往游客观光体验
的一个内容。

在瓦卡镇吴拥共村，村支书次
仁彭措和3个村干部，以自己的3年
的工资作为抵押，从信用社贷款 30
万元，带领村民在该村半山种下300
棵桃树，并计划在种下桃树的地方，
建一个观景台、观赏用的喷水池、灯
塔和凉亭。

在次仁彭措的计划中，桃林的
种植面积还要进一步扩大。他希望
在下一个春天，吴拥共村将迎来桃
花吐艳的美景，吸引更多的游客走
进桃林，观赏桃花，站在观景台遥望
金沙江对岸的雪山。

“灾后重建，国家已经给我们很
大的帮助和支持，作为村干部，我们
更应该立足长远，并行动起来。”次
仁彭措告诉记者，尽管在缺水的沙
土中实施这一计划，似乎是痴人说
梦，但为子孙后代的生计，不管有再
大的困难，他们也要坚持下去。

次仁扎西生在瓦卡，长在瓦卡，
毕业后回到瓦卡工作，是镇政府的工
作人员。次仁扎西永远难忘，老支书
扎给罗布带着长辈们人背马驮，披星
戴月，前往高山修建子庚渠的背影。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遇到困难
要像老支书修水渠那样，不逃避困
难。”次仁扎西告诉记者，在瓦卡，老支
书带领大家修建水渠的事，早已成为
瓦卡人内心深处始终鲜活的记忆。

在瓦卡镇，子庚老渠孕育的绿色
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和人们的心中延伸。

瓦卡镇的新事件
继往开来，现在，瓦卡镇的人们

正在忙着另一件大事：利用区位优
势，做好乡村旅游，把瓦卡建成川滇
交界处的旅游集散地。

灾后重建以来，瓦卡的基础设
施、家家户户的庭院在保持传统风貌
的基础上，经过提升和改造，已经具

备了发展民居接待的条件。随着连
接川滇旅游大环线的国道214线、国
道215线在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瓦
卡的进入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目
前，瓦卡镇正在和对岸隶属云南德钦
县的奔子栏乡合作，共同修建一座新
的瓦卡大桥，在旅游热潮中共同发展。

如今在整个瓦卡镇，当初的地
震伤痕已荡然无存，依地形而建的
一户户民居错落有致，新建好的乡
村公路上，时有来自云南、四川的私
家车来到瓦卡。

自去年以来，立足于瓦卡地处
川滇交界的区位优势，得荣县委、县
政府审时度势，制定了依托香格里
拉旅游线这一区位优势，进一步打
造瓦卡 4A 级藏乡田园精品旅游风
情小镇，积极引导“乡村酒店”示范
户建设，倾力打造藏乡田园风情小
镇的发展思路。

在这一思路下，瓦卡镇 10 家民
居先行试点投入运营。

去年5月，洛绒益西的藏家别院
正式开门迎客，不到一年，“阿村·云
墅”已成为自驾游客以及部分高端
旅行团在瓦卡镇网络订房的首选。
洛绒益西甚至还接待过来自日本、
英国、尼泊尔等地的外国游客。

从地震来袭到现在，4年多时间
过去，“阿村·云墅”刚好建到第四层，
今年洛绒益西的计划将剩下的9间
屋子也装修成客房，扩大经营规模。
洛绒益西琢磨着，联合其他经营户在
网络上建一个大平台，既增强接待能
力，也能更合理的分配资源。”

为了做好瓦卡乡村旅游这张新
名片，把群众发展的热情切实转化为
长远发展的动力，树立新风，提升村民
的绿色发展的意识，瓦卡镇乡党委政
府牵头统筹，一项项绿色发展的内容
写入村规民约：未经农牧科技人员的
指导，不得擅用农药；不积极维护入户
水管，造成浪费，罚款500元……

得荣县委宣传部长赤乃贡布告
诉记者，“将瓦卡镇打造成为藏乡田
园风情小镇”的目标是全县共识，而
随着与瓦卡在地理上相连接的下拥
景区开发工作的落实落地，瓦卡将
再次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他同时透露，得荣县已在推进瓦
卡镇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的相关工
作，并将按照规划，结合依山傍水的
自然地理特色，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和
发展城镇绿化，使山、水、城、田园在
空间布局、组合要素诸方面表现出融

生态、景观、人文价值为一体，将瓦卡
打造成为甘孜州南部富有地域特色
的生态型山水旅游集镇。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发挥
旅游后发地区的潜力？

在藏家别院中，记者遇到了高
端定制旅游产品开发企业“原始印
象”的老总杜艺文，他曾多次通过定
制旅游的方式，在我州开展高端旅
游业务。记者得知，杜艺文前来得
荣考察旅游项目以及进一步合作的
可能性。

杜艺文告诉记者，高端旅游重
在精神层面的体验，比如时下的定
制旅游，就将公益性活动和当地的
人文传统以及自然山水结合起来，
让游客在吃、住、行中，得到精神的
体验和愉悦。

杜艺文认为，这或许是瓦卡，是
得荣县，乃至全州旅游业后发赶超
的挑战和机遇。

离开瓦卡镇之前，记者专程采
访了全国劳模、瓦卡村原村党部书
记，现年67岁的扎给罗布。讲诉完
修建子庚渠的种种艰难经历，老人
说：“我至今清晰地记得，2005 年 3
月，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全国劳模时说的话‘老百姓要
把百姓的日子过好，工作人员要把
工作做好’。”

告别瓦卡，驱车行驶在新建的
国道，记者思绪万千。

记者感言：“穷在路上，困在水
上”是生活在得荣县的人们，对曾经
出行不便、严重缺水状况的精辟概
括。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一个
个新的饮水工程的实施落地，如今自
然条件的种种限制正在被逐一克服。

得荣县瓦卡村发展变化告诉我
们：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在甘
孜藏区发生根本性发展变化的同
时，永远不变的是一代代甘孜儿女
在康藏高原建设美好家园的梦想，
并为之付出的努力。未来，瓦卡村
会在发展中面对新的挑战，得荣县、
甘孜州也将面对后发赶超的历史机
遇，唯有秉承一种坚持，以始终在路
上的姿态，自强不息，脚踏实地，方
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春风已拂金沙岸 新野又绿古渡畔
—— 得荣县瓦卡镇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记者在基层●●访民生

3月8日，理塘县大群
团办深入高城镇贫困村开
展了走访慰问贫困妇女活
动，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
心，与她们过了一个别样
的“三·八”妇女节。

慰问组先后走访慰问
了 14 户贫困妇女家庭，为
她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
慰问金、慰问品，并与她们
交心谈心，鼓励她们振作
精神、迎难而上，充分发挥

“半边天”的作用，早日脱
贫奔康。图为慰问现场。
（理塘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胡永燕 摄影报道）

俯瞰瓦卡。

（上接第一版）
抓前期，加快储备一批项目（9个）。除

完成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外，加快推进S314
线道孚扎拖至新龙县城段、S220线道孚县城
至雅江县城段、S460线然乌乡至大雪山垭口
段、S469线九龙县烟袋乡至子耳乡段、S314
线新龙皮擦至白玉阿察段、S220线雅江县城
至江中堂段、S460线巴塘波密经乡城县定波
至正斗乡段、S459线理塘县章纳乡经邓波至
亚丁机场段、G549线九龙县城至稻城县城
公路等9个项目前期工作。

抓交通扶贫，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完
成通乡油路200公里、通村硬化路6000公

里，确保康定、丹巴、九龙、乡城、稻城等5个
深度贫困摘帽县（市）和全州463个脱贫退
出村全面完成硬化路建设。加快推进8个
续建县级客运站和22个续建乡镇客运站
建设。大力发展客货运输，客货运周转量
保持5%增长。

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州交通运输局
相关人员表示，该局将进一步强化举措，
整合力量开展交通会战，千方百计加快项
目开工，强化监管严控项目质量，多措并
举加快建设进度，优化服务保障项目建
设，宣传造势营造良好环境，切实加快交
通项目建设。

我州加快构建立体交通运输体系

（紧接第一版）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着力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引导等方面强化帮扶措施，把脱
贫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具体、更有成
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特别要做好对考核评估发现问题的整
改落实，对照前期审计、抽查、验收、第三
方评估检查和目前督导发现的薄弱环节、
个性问题对症下药，坚决整改。要进一步
激发内生动力，把扶贫与扶“志”、扶“智”
相结合，引导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

脱贫致富。要做牢稳定保障，坚决维护社
会持续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三要强措
施，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各级领导要
扎实，带头深入一线推动落实；帮扶要做
实，真正帮到点子上；责任要落实，各帮扶
单位要把帮扶当作政治任务，发挥各自优
势，汇聚各方力量齐力攻坚；督导要压实，
动真碰硬开展督查巡查和基层自查，上下
联动、确保实效。

州委常委、甘孜军分区政委陈爱皖，
州政府副州长、公安局长高展随同调研。

明方向 抓重点 强措施
确保完成年度脱贫攻坚任务

在
新
家
园
收
获
喜
悦
。

金
沙
江
畔
的
藏
家
庭
院
。

葡
萄
熟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