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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幼童遇“高反”
康定交警来开道

折多开通“生命通道”

本报讯（李雪梅 田雪皎）婴儿头部被卡
难产，孕妇大出血，救护车还在66公里外的
县城。4月29日下午，雅江县公安局恶古派
出所民警接到医院求助，驾驶警车冲向恶古
乡大河村，用警车当救护车，将有生命危险
的孕妇从“天路”那端平安送到医院。

据恶古派出所民警南俊福介绍，大河村
的公路凿在峭壁上，是当地出名的“天路”，
道路一侧是数十米高的悬崖，另一边是陡峭

的山坡，道路曲折狭窄，虽然只有6公里，平
时开车都要20分钟左右。

29日下午2点10分左右，恶古乡卫生院
院长急匆匆地跑进恶古派出所，一进门就对
正在值班的民警说：“大河村有一个孕妇难产
大出血，生命垂危，快和我们一起去救人。”

值班民警南俊福、鲜邓珠来不及多问，
拿着车钥匙就和乡卫生院工作人员一起驱
车前往孕妇嘎嘎家中，仅用10分钟，警车就

抵达了孕妇家中。
警车是一辆皮卡车，民警将孕妇家人拿

出的棉被铺在货厢中，然后让孕妇躺在上
面。民警迅速返回，仅用10分钟抵达乡卫生
院。孕妇被抬下车后，民警鲜邓珠一抹额头
才发现满是汗水。“开得快，还拉着大出血的
孕妇，太紧张了！”鲜邓珠说。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孕妇嘎嘎成功生下
一名女婴，母女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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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志勇）日前，由省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组成的省人大调研组一行赴
我州，就开展关于解决民族地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进行
调研，目的是加强建议督办，并及时掌握办理情况。

据介绍，今年在四川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
甘孜代表团分组审议时，省人大代表、康定中学初中部
教导处副主任王雪丹提出关于解决民族地区学校基础
设施建设的建议。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这条提案，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文华要求，一要改善办学条件，通
过科学规划新建和改建一批校舍。二要建好寄宿制学
校。三要建强教师队伍。四要加大资金投入。五要管好
用活现有资金。同时，甘孜州各承办单位要统筹协调，
紧密合作，切实按照全国人大提出的承办单位百分之
百将代表建议落实到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要按照代表
建议百分之百经过研究调查后办理，承办单位要把办
理结果百分之百的答复代表，认真做好代表建议工作。

调研组先后深入康定市和雅江县实地调研座谈
后，听取州教育局和康定市相关部门的建议意见后认
为，甘孜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础差，学前教育普及较
难，高中学校建设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设备运转费
用、设备老化、资源购买等问题突出，教师培训资金不
足，教师队伍量少质弱，同时还需建设一所高中学校。
表示将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就支持民族地区教育
扶贫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在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倾
斜，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为切实解决民族地区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作出努力，相信在甘孜各承办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得到有效改善。

省人大调研组

调研我州学校基础建设

本报讯（记者 宋志勇）日前，州委第三巡察组巡察
州委老干部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州委第三巡察组组长
扎西旺堆就即将开展的巡察工作作了讲话，对巡察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就配合做好巡察工作提出要求。
州委老干部局局长裴嘉主持会议并作表态讲话。

会上，扎西旺堆分别从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有序开展巡察工作；统
筹协调，共同圆满完成巡察工作任务三个方面对巡察
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从深刻认识巡察工作的重要意
义、坚定不移地支持配合巡察工作、自觉做到打铁先要
自身硬三个方面对巡察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扎西旺堆说，此次巡察是州委的第四轮巡察，州委
老干部局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深刻理解
开展巡察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州委老干部局班子
及成员要密切配合、积极支持州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工
作，确保巡察工作顺利开展。

州委老干部局局长裴嘉从摆正位置，端正态度；严
肃纪律，全力配合；接受监督，认真整改三个方面作表
态发言。

据悉，州委巡察组将在州委老干部局工作25天左
右，视具体情况进行延伸。巡察期间（4月27日至5月
24 日）分别设专门值班电话：13551987946，（电子邮
箱：zwxczdsz@163.com，专门邮政信箱：州委老干部
局办公区、州民干校活动中心隔壁电梯口，并在州委老
干部局办公区门口设置了征求意见箱。）巡察组每天受
理电话的时间为9:00-17:00。

本报讯（记者 宋志勇）近日，州委第五巡察组对州
交通运输局党委巡察“回头看”工作动员会召开。州委
第五巡察组组长孙雪毓作了动员讲话，就配合做好巡
察工作提出要求。州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强主
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会上，州委第五巡察组组长孙雪毓分别从统一思
想认识，切实增强政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进
巡察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圆满完成巡察工作任务三个
方面对巡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从深刻认识政治巡
察的重要意义，明确政治巡察工作的内容、方法，切实
掌握巡察“回头看”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孙雪毓说，开展巡察“回头看”，是中央巡视工作
组织制度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品质和党内监督的韧劲；开
展巡察“回头看”，是对州交通运输局党委的“政治
复检”，是对没有见底的问题“再了解”，是对没有发
现的问题“再发现”。州交通运输局党委要密切配
合、积极支持州委第五巡察组巡察工作，确保巡察工
作顺利开展。

州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强从高度重视，认
真落实州委巡察工作部署；全力配合，确保巡察“回头
看”工作顺利开展；立行立改，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
新台阶三个方面作表态发言。

据悉，此次巡察工作将于5月下旬结束。巡察期间
为设有对外联系电话：15281599418，13990464762，
18227475451。电子邮箱：gzzxcz5@163。com；信访接
待室设在州交通运输局1楼接待室。同时在郭达街州
交通运输局路政支队、东大街菜市场、向阳街交通花园
小区大门、康定新城广场阶梯设有举报箱。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曾矛）近日，稻城县城关
小学组织今年新入职的7位青年教师开展了2018年
春季青年教师赛课活动，通过活动促进青年教师队伍
快速成长。

活动中，参赛的7位教师精心设计教学环节，生动
幽默的教学语言、亲和的教学态度、个性彰显的授课方
式让一堂平常的语文课显得生动有趣。

据该校校长介绍，此次赛课活动结束后，参赛教师
将与参加观摩的老教师现场交流，吸收经验促提升。

据悉，稻城县城关小学以比赛促进青年教师在教
学上迅速成长的活动将不定期持续开展。

州委第三巡察组

巡察州委老干部局工作

州委第五巡察组

巡察州交通运输局工作

稻城县城关小学

开展青年教师赛课活动

著名作家、诗人周世通：“一次别具匠心的大手笔”
“《甘孜日报》改版，是创新、是挑战，更是一场思

维的革命。”著名作家、诗人周世通认为，改版后《甘
孜日报》及其副刊《康巴周末》，让人耳目一新，这不
只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这是一次别具匠
心的大手笔。我相信，改版后的《甘孜日报》将成为藏
区报纸的一面旗帜！

《厦门日报》版式总监王晓峰：“大大提高了读者
的阅读欲望”

《甘孜日报》成功改版，视觉形象优雅大气、简
约时尚，报纸透着一股清新隽永的文化艺术气息。

《厦门日报》版式总监王晓峰从专业角度对《甘孜日
版》改版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版面整体严谨规范，疏
密有度，用图大胆考究，字体搭配得当，用色谨慎大
方，细节处理精致而有趣，大大地提高读者的阅读
欲望。

《楚天都市报》视觉总监谭亲璐：“从阅读到悦读”
“时尚大气，耳目一新。”这是《楚天都市报》视觉

总监谭亲璐对改版后的《甘孜日报》的评价，他认为。
报纸整体形象设计很有气质，《甘孜日报》做到了从阅
读到悦阅的跨越。当然，《甘孜日报》有了严格规范，必
须重在执行，未来只要能始终坚持标准执行规范、不
断创新，这份报纸一定会越来越精彩、越办越出彩。

《四川通信报》副总编辑曾翔文：“大山深处的华
丽转身”

“全新改版的《甘孜日报》让人吃惊，这版面看上
去更像是改革前沿的新锐报纸。”《四川通信报》副总
编辑曾翔文拿“让人吃惊”来评价改版后的《甘孜日
报》。他说，庄重大气的新闻版面，活泼灵动的周末
版，让人眼前一亮。在树立藏区一流党报的格局与底
蕴上，版面更有精致雕刻的细微之处。有简洁的导
读、微博式的提要设计，更有康巴红与高原蓝的精典
配色。手捧着精致的版面，会有一种慢慢品尝内容的
渴望。愿《甘孜日报》越来越红火。

本报讯（市委中心报道组 周燕 张璟 ）
“五一”期间，网络传播着一个“寻人”故事，
炉霍的王慧娟通过网络寻找对她们施以援
手的折多交警。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2017年，王慧娟在
成都锦江区妇幼保健院产下一对双胞胎男
宝宝。4 月 28 日，王慧娟在成都出生的 7 个
月大的双胞胎宝宝回甘孜路炉霍县老家。

当日下午，王慧娟一家驾驶一辆皮开车
来到国道318线折多山上，由于之前折多山
降雪，山上车辆行驶缓慢。当天下午6点，在
折多山走走停停大概爬了2个小时，大宝开
始大哭，家长断定孩子缺氧。在用完第六罐
便携氧气后，大宝仍然哭闹不停，而且开始
呕吐，而且小宝也开始哭闹起来。

在甘孜州生活多年的王慧娟和家人深
知“高反”的可怕，他们赶紧掉头朝康定方向

前行，可上山下山的车都堵在一起，车辆根
本没法挪动。眼看两个宝宝脸色越来越青，
状况愈来愈差，王慧娟急得大哭起来。

焦急之时，一抹荧色映入眼帘：那是正
在山上执勤的交警。王慧娟家人连忙上前把
情况说明，交警干脆地说：“跟着我们来！”警
车开道，喊话器开始喊话，其它车辆让出一
条“生命通道”，两辆车加速行驶，10多公里
折多山下山路段，约20分钟左右，就到了国
道318 线折多山二台子（小地名）附近畅通
路段。

简单致谢后，王慧娟和家人赶紧把孩子
送到甘孜州医院。医生说：“孩子情况很危
险，幸亏送医及时！”据了解，国道318线折
多山路段为双向两车道，从折多山驿站到二
台子10多公里，平日不堵车时，也需要花费
10多分钟，遇上道路积雪等堵车时，有时几

个小时也到不了。
当时很着急，孩子平安后，王慧娟和家

人才想起没来得及问救援民警姓名。“我们
只知道车牌号是川 V0266 警，开车的警察
是个九龙县的小伙。”事后，王慧娟将此事发
到微信。

一场“寻人”行动开始了，通过寻找，了
解帮着开车的交警是甘孜州康定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城区中队辅警潘子都，由于前几日
折多山下雪，事发时，27岁的他和同事们已
经在山上执勤两天两夜了。得知两个宝宝都
平安，潘子都说：“作为我们来说，希望每一
个来往驾乘人员都平平安安，何况是两个可
爱的小宝宝。”

甘孜州人民医院医生卓玛特别提醒，走
高原到高海拔地区要注意“高反”，做好多方
面准备，年龄太小的孩子不宜到高海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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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孕妇寻救助
警车变成“救护车”

“天路”上演生死时速

本报讯（记者 刘小兵 文/图）雪后初
晴，天空一片清朗，翠绿的新叶吐露着勃勃
生机，刚被雨水洗净的情歌广场充溢着青春
的气息。近日，共青团甘孜州直机关工委举
办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暨“奋斗的青春
最美丽·青春建功新甘孜”系列活动。

举行“重温入团誓词”之后，活动的主体
内容——环城跑开始。一声发令枪响，憋足
劲的青年男女一起向前冲去；大家沿着志愿
者指引的路线，你追我赶，一路上既有竞争

角逐，也有相互鼓励。十多分钟后，第一名选
手已经跑完情歌广场——公主桥——沿阿
里布果步游道——州政协便道——情歌广
场的全部赛程，返回终点。选手快得惊人的
速度和抵达终点时喜悦的表现也让围观市
民叫好不已。

来自州特警支队的仁青洛布和黄茹分
别获得男、女组冠军。无独有偶，另外四个奖
项也全都被州特警支队队员收入囊中。拿着
奖杯和奖金，6名特警队学员都骄傲地告诉

记者：“我们的训练没有白费”。省藏校学生
多吉尼玛表示：“获不获奖不重要，重要的是
积极参与其中，锻炼身体、放飞希望。我们青
年就应该从键盘上，走到操场上，保持一种
朝气蓬勃的状态！”

当天的活动还有“知乎·青年之问”“五·
四知识展览及有奖问答”“不忘初心跟党走·
高举旗帜创佳绩”主题墙签名等内容。通过
展板，系统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
春春寄语”经典语录，并向每一位活动参与

者赠送了一封充满关爱与鼓励的主题书信。
“五·四”知识展览及有奖问答通过有奖竞
答，宣传普及了“五·四”运动历史和共产主
义青年团的相关知识。

州直属工委工作人员周奕表示，此次
活动旨在纪念“五·四”运动 99 周年，号召
全州广大青年干部铭记历史传统，弘扬健
康向上的奋斗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工作态
度，积极投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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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更贴近 报纸更好看
《甘孜日报》全新改版引起社会反响

◎谢臣仁 本报记者 张嗥/文 刘小兵/图

5月1日，当散发着油墨清香、全
新改版的《甘孜日报》呈现在读者面
前时，很多人都给出了同一个评价
———耳目一新。众多热心读者以及
报界“大咖”对本报改版予以好评，认
为改版后的《甘孜日报》版式更加时
尚大气，内容更加丰富贴近。

余波：“一张与读者‘亲密接触’的报纸”
“美、精、活、全”是泸定县法院干部余波对

改版后《甘孜日报》的评价。余波说：“对《甘孜
日报》的改版一直很期待。作为一家党报，《甘
孜日报》服务全州发展、润泽甘孜儿女。改版
后，版式越来越美、内容越来越精、方式越来越
活、覆盖面越来越全，是一张与读者‘亲密接
触’的报纸”。

周宏强：“康巴风味更浓了”
《甘孜日报》相伴周宏强一生。这位 80 岁

的老人说：“我从《甘孜报》看到《甘孜日报》，现
在又有幸看到全新改版的《甘孜日报》。改版后
的《甘孜日报》是一次华丽的转身，报纸一到四
版‘声音’更响亮了，五到八版形式更鲜活，特
别是《康巴周末》，不仅继承了老《康巴周末》的
康巴气质，康巴风味更浓了，坚信《甘孜日报》
不仅会受到我们这样老读者的喜爱，更会吸引
更多新读者。”

陈静：“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很实在”
“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很实在。”翻阅着全

新的《甘孜日报》，泸定县泸桥镇中心校教师陈
静赞不绝口。陈静告诉记者，她刚参加工作时，
有很多政策方面的疑惑，都是通过向《甘孜日
报》咨询得到满意的答案。如今的报纸不仅信息
量大了，可读性强了，广大读者参与其中的兴趣
也越来越浓了。

周小渝：“全新版式对新闻有‘放大效应’”
雅江宣传部工作人员周小渝，既是读者，也

是作者，《甘孜日报》5月2日的第一版刊登了她
写的《学中找问题 干中解难题——雅江县认真
开展“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一文。她
说：“很荣幸在《甘孜日报》全新改版后就发表稿
件，稿件经过‘包装’后，很好看，全新版式对新
闻有着很强的‘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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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正在品味改版后的《甘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