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3年斗转星移，有一部英雄

史诗依然豪情万丈；

83年岁月沧桑，有一种伟大

精神依然催人奋进；

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我们

愈加感到中国工农红军将士留下

的宝贵财富，散发着穿越时空的

光芒；展望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

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

行，把长征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们要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全面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为推动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提供宝贵精神动力。”5

月2日，省委书记彭清华在我州泸

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铁索

桥参观时，就红色基因传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希望。

本版责任编辑陈杨 版式编辑宋雪琴 图片总监廖华云阵雨转小雨 最高温度：21℃ 最低温度：8℃康定地区天气预报 康巴传媒网：http://www.kbcmvv.com 投稿邮箱：gzrb@gzznews.com 新闻监督和读者评报热线0836-2835060

我州四人和一单位获团中央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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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别看点

产业富民的甘孜路径
相关报道详见02版

甘孜日报讯 日前，共青团中
央发布《表彰决定》，授予 298 人
2017 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称号，授予 200 人 2017 年度“全
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授予
500个基层团组织2017年度“全
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称号。

记者从共青团甘孜州委获
悉，我州有4名个人和1个单位名

列其中。其中甘孜卫校高职护理专
业 2014 级 2 班学生罗色(女,藏
族)、甘孜县生康乡西部计划志愿
者邓鹏、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七
队派驻九龙县魁多乡甲坝村援藏
干部李政男等3人被授予2017年
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巴塘
县党巴乡党巴村团支部书记冲郎
加被授予2017年度“全国优秀共

青团干部”称号，康定市第三中学
团总支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五
四红旗团委（团支部）”。

另外，第21届“四川青年五四奖
章”评选结果也于日前揭晓，全省共
有11名个人和5个集体获得这项四
川青年的最高荣誉。我州州医院肝胆
一科护士长单珍卓玛成功上榜。
实习记者 王守露 记者 刘小兵

倾听革命故事 感受长征力量

飞夺泸定桥，掀开了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史上惊心动魄的一页，也谱写中国
革命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不朽篇章，
泸定桥由此蜚声中外，名扬四海，成为
中国红色经典第一桥。5月4月，记者沿
着彭清华书记的足迹再次来到泸定县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铁索桥，聆听
红色革命故事，感受长征精神力量。

雨过天晴，巍峨的群山青翠绵延，
浩浩的大渡河一路奔涌向前。任四季更
替岁月流逝，这方水土上拥有的红色却
从未褪色，反而在时间长河中被冲刷得
更为鲜艳。

5月4日，阳光和煦，晴空万里。几缕
细碎而洁白的云朵悠悠的飘在蓝天上，
几缕清晨的阳光洒向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碑公园，青松翠柏掩映一片绿色，
一番初夏的景象。在这里，来往的游客、
市民、武警官兵或严肃、或好奇、或平
静，他们用心感受当年那场红军荡气回
肠的绝地之战，回顾那段先烈们为革命

“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昂岁月。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坐落于泸

定县城西南的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碑公园内，纪念馆中展览以红军长征为
主线，以飞夺泸定桥为重点，综合利用

声、光、电等现代技术，较为全面地展示
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惊、险、奇、绝和对
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重大意义。

纪念馆内，讲解员夏芸已经接待了
三批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及党员团体。

“一次讲解下来，快则一个小时，多则一
个半小时，而接待最高峰的时候，一个
讲解员一天要连讲七场。”从一开始的
长征革命故事到现在的场景、音视频和
其他多媒体展示，更换了多版的讲解
词，将长征精神的内涵更充分、更准确、
更深刻地精炼概括出来，展现在大家面
前。“每天上班，我先检查自己的扩音
器，确保正常后，开始重温讲解词。尽管
早已经烂熟于心，我还是习惯每天工作
前再重温一遍。随后，我才穿好讲解服
走出办公室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参观
者。”夏芸说。

“能为彭清华书记作讲解，是我一
生最珍贵的回忆。”夏芸向记者介绍说，
彭清华书记来到纪念馆参观时，不时提
出一些问题，对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这段
历史有着浓厚兴趣。

“我详细地向他讲解红军飞夺泸
定桥的‘飞’和‘夺’，‘飞’就是红军昼
夜行军 240 里，‘夺’就是红军从大渡
河西岸向东岸的战斗过程。在《抢险飞
夺，泸定桥上谱写英雄史诗》展厅前，

彭清华书记仔细阅读每一张图片和文
字，对革命文物看得十分入神。”夏芸
激动地对记者说。

作为保存完好的红军长征战斗遗
址，泸定桥是非常宝贵的红色资源。“离
开纪念馆的时候，彭清华书记叮嘱我们
要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份红色历史，让长
征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回想当时的情
景，夏芸印象深刻。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文化
近年来，夏芸和同事们不断探索如

何以泸定桥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为纽带更好地宣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这么多革命历史、这么多牺牲奉
献，需要让世人知道，尤其是让青少年
知道。现在很多青少年是通过网络、影
视剧等途径了解革命历史，其中很多内
容有误导性。时间长了，他们很可能会
忘记我们的根是什么，我们的魂是什
么，我们为什么要坚守红色文化，弘扬
长征精神。”夏芸认为这是红色文化讲
解员的责任与担当。

从战火中孕育、在和平中成长的长
征精神，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它
的生命力，而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引
领了曾经贫穷落后的泸定蝶变为今日
开放文明的现代新城。

近年来，泸定县结合重大纪念活
动，与新闻媒体合作，通过拍摄专题片、
开辟专栏等形式，大力宣传泸定的红色
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长征精神。同
时，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加快发展旅游
业的决定，成立了红色旅游发展领导组
和文物管理局，形成了一整套领导体系
和工作体系，构建了党政主导的红色旅
游开发格局。

“彭清华书记实地察看泸定桥后、对
泸定桥景区的‘5A’创建提出明确要求。
他要求我们要高起点规划，把红军飞夺
泸定桥纪念馆建设成为‘不忘初心、使命
第一’的教育示范基地。”当时的细节让
泸定县委书记陈廷全至今难忘。

“按照省委、州委的重大决策和安排
部署，我们下一步将传承好长征精神和
工匠精神，做好泸定桥和红军飞夺泸定
桥纪念馆提升工程及泸定桥‘5A’级景区
的创建，把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建设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民族团结
教育示范基地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教育示范基地。同时，我们要以泸定桥
景区的提升作为契机，推动牛背山景区
建设；以全域旅游作为切入口，抢抓雅康
高速公路开通的机遇，全力建设康养泸
定，为治蜀兴川贡献泸定力量。”陈廷全
表示。 甘孜日报记者 陈斌

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甘孜日报讯 5月4日，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总工
会主席田向利率队在我州康
定市，通过听汇报、访群众、看
点位等方式，调研督导脱贫攻
坚、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等工
作，为康定加快建成全面小康
社会，找短板、出良策，鼓干
劲。她鼓励当地干部群众日子
越过越好，更要感恩奋进。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胥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
武，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罗振华，州委常委、统战部长
崔雨风陪同调研。

“我受省委书记彭清华的
委托，代表省委和省委统战部
来看望大家。看到你们生活幸
福，我很高兴。希望你们记住党
的恩情，跟随共产党，把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当天的康定市瓦
泽乡水桥村雨后初晴，阳光、雪
山辉映下的一栋栋藏房格外漂
亮。田向利一行来到该村村民
尼玛拉姆家中，与其一家拉起
了家常、聊起了发展。尼玛拉姆
曾是地道的贫困户，一家4口
除了政策性补助几乎没有现金
收入，父辈传下来的老房子也
在地震中毁坏了。

2015年，在党委和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尼玛拉姆借着康定

“11·22”地震灾后重建的机遇，
在国道318线旁边建起了一栋
300多平米的藏房，并让二儿
子外出找了工作。当年尼玛拉

姆一家就脱贫了。脱贫后，尼玛
拉姆一家致富热情高涨，她和
爱人志玛泽仁都在闲暇时候打
起了零工。随着当地旅游业蓬
勃发展，今年把自家的藏房打造
成了民居酒店，“五一”试营业就
获得了两千多元的收入。

听着尼玛拉姆一家脱贫
致富的故事，田向利望向一旁
挂着的习近平总书记画像说
道，“看得出，你们很感恩共产
党，感恩习主席，这就是对的！
发展旅游接待很好，但一定要
把服务做好。”说着，田向利还
检查起了她家客房的配套设
施和卫生条件。

得知尼玛拉姆家的大女儿
正在上大学。田向利高兴地对
志玛泽仁说，“就是要送孩子读
书，教育能够拔穷根、植富果。
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志
玛泽仁回答到，“日子过好了，
都要感谢共产党，如果没有共
产党，我连住的房子都没有。”

告别了尼玛拉姆一家，田向
利一行来到了水桥村村委会。田
向利详细询问了该村扶贫攻
坚、基础建设、产业发展、医
疗服务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村干部说：“我们今年‘退出’
贫困完全没有问题”，田向利
对身边的基层干部和援藏干
部说，“那就好，你们辛苦了，
脱贫之后还要继续奔康！”得
知当地即将进入“虫草季”，

（紧转第四版）

田向利在我州调研时鼓励干部群众

日子越过越好
更要感恩奋进

甘孜日报讯 在全州上下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美
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的关键时刻，省
委书记彭清华在深入我州调研时强
调，甘孜州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
针和省委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为扎实做好全州发展
民生稳定各方面工作，加快推动经济
社会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调研指示
精神给我州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
动力、描绘了新景象。连日来，彭清华
书记来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州
上下引发热烈反响，各级各部门早学
习早贯彻，早部署早行动，全面掀起
学习贯彻热潮。

道孚县
5月4日下午，道孚县召开“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学习讨论会，学习
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全省市厅级主要领
导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精神，贯彻彭清
华书记来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和州委
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要把彭清华书记对藏

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传递好，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要迅速组织村两
委干部和群众代表，把彭清华书记来
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县群众原
原本本传达，切实把彭清华书记对藏
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宣传好、
传递好。各机关单位、乡镇要结合“大
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迅速掀
起清华书记来州调研精神的学习热
潮，结合单位实际情况，行动迅速，抓
好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要把彭清华书记对藏
区面临的形势任务的重要判断把握
好，增强政治定力。以“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为契机，聚焦长治久
安和脱贫奔康两大主要任务，把脱贫
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认真梳理
工作，补齐工作短板。要进一步理清思
路、明确方向，完善措施、落实责任，大
力实施民生工程，认真践行新发展理
念，全县干部群众要恪尽职守、埋头苦
干，推动道孚各项工作上新台阶。

会议要求，要把彭清华书记对藏区
发展民生稳定的工作要求落实好，推动
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抓好脱贫攻坚、观
光农业发展、魅力县城打造等，将牵头责

任落实到人头。
县委中心报道组 张继位 拉尔布拉姆

甘孜县
5月4日，甘孜县召开县委常委（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彭清华书记来州调
研重要指示精神和州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彭清华
书记来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统一
思想和行动，坚决把省委、省政府的关
怀厚爱、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蓬
勃激情、继续奋斗的坚定信心和攻坚克
难的强大动力。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迅速组织传达学习彭清
华书记来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结合实际抓好“大
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在大调研基
础上开展学习大讨论，畅谈学习体会，确
保学深学透；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资
源禀赋，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和重大项目
建设工作，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
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
展机遇，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落实精

准要求，下足绣花功夫，坚决打好脱贫攻
坚战；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出高
原发展的特色路子；要切实履行从严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引导党员干部数牢“四个意
识”、增强“四个自信”，不断提升干部适
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
力水平。 县委中心报道组 余应琼

理塘县
5月5日，理塘县召开县委常委（扩

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彭清华书记来
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和州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彭清华
书记来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统一
思想和行动，密切结合理塘实际，与当
前正在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有机结合，把关怀厚爱、殷切期
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攻坚克
难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迅速组织传达学习省
委书记彭清华的指示精神，要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紧转第四版）

早学习早贯彻 早部署早行动
我州各地深入学习彭清华书记来州调研重要指示精神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泸定县委中心报道组 罗楚凯 摄

甘孜日报讯 5月3日晚，
省政府副省长尧斯丹在道孚
县主持召开“实现民族地区长
治久安”重点课题调研甘孜州
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
藏区办主任张富国出席会议并
讲话。州委常委、色达县委书记
何飚出席会议并发言，州政府
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高展汇
报了我州调研工作开展情况。

尧斯丹在讲话中指出，在
全省上下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是省委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治蜀兴川再上
新台阶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当
前全省紧迫的政治任务。要认
真学习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全
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
班上所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切实开展好“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

尧斯丹强调，要认真学习
彭清华书记在甘孜调研的重

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展这
项活动的重大意义，围绕推进
民族地区跨越发展长治久安
的总体要求、推进民族地区长
治久安的工作经验、新时代四
川民族地区所处的历时方位
和区域性阶段性特征、面临的
主要机遇，紧密结合实际，坚
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开阔
视野，总结经验、找准问题，理
清思路、完善举措，充分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
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周密制定方案，精心组织实
施，务求调研工作取得实效。

在听取与会人员的发言
后，尧斯丹要求，省委课题调
研组和州分课题调研组要充
分吸纳大家的建议，提出针对
性、操作性、时效性强的意见
建议，及时形成高质量的调研
报告，为省委工作决策提供切
实可行的建议参考。

省委统战部藏区工作一
处及部分州级部门负责人、部
分县委书记参加座谈会，全体
参会人员围绕推进民族地区
长治久安畅谈了工作体会和
工作建议。 程顺

尧斯丹在实现民族地区长治久
安调研课题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紧密结合实际
务求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