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的清晨，有隔夜晶莹的露珠在花
瓣上闪闪发光，迎接着朝阳。“来来来，酥油
茶都倒好了，大家先到楼上喝茶，今天中午
美酒佳肴管吃管饱哦！”36岁牧民来让登真
热情的招呼着客人们。“拉措，先不织了，赶
紧，去把那两箱好酒找出来！”“对了，快打
电话，把你哥也喊过来陪下客人些（客人
们）！”……这“管吃管饱”的“好酒”和热情
的服务接待，正悄无声息的向大家展示着
改革开放40年来农牧区的巨大变化。

据汤古乡汤古村村委会主任扎西介
绍，从2009年开始集中修建的汤古乡牧民
定居点共有70户村民，其中安置鸡丑山村
民25户，安置瓦灰山村民45户，属半农半
牧地区，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挖虫草、
养牦牛、捡菌子和种植中药材为主。目前，
牦牛产业已初具规模，共养殖 4600 多头，
人均年收入可达13000元至14000元。

扎西说，原来这里的老百姓文化水平
普遍很低，住在山上，走不出来，根本没有
外出务工的意识，思想跟不上社会的变化。

“比如辛辛苦苦养一头牛，本可以卖 3000
元，结果1500元把它卖了。”

“但现在，你哄（忽悠）不到我们的村民
了。现在大小交通条件都得到了根本性改
变，老百姓家门口就是省道215线，县委政
府还带领我们直接对接大城市，比如成都、
河南的肉联厂，中草药厂，我们村的小伙子
些还搞起了网络推广！村里的致富能手，一
年下来最少起码可以挣个8到10万！”说起
这些数据，扎西是津津乐道。

◎张黎萍/文 高秀清/图

汤古牧民唱新歌
“能从山上搬下来，我们连做梦都没

想到。”原汤古乡牧民定居点管理员扎西
汪登说。

“原来在山上，生活真的不像样子，长
年累月的风湿病、关节炎让人痛苦得很，当
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填饱肚子，全家不饿，
哪里还奢望住上像现在这样的宽大的好房
子哟！”扎西汪登一脸感慨。

的确，大家在现场看到，如今的汤古
乡，家家户户住进了新藏房，明朗多彩的藏
族风格装修，电视、冰箱、电脑等现代设施
一应俱全。

而最重要、最深刻、更久远的改变，恐
怕是老百姓思想和观念的深层次改变了。
定居点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四郎泽仁的故
事便是最生动的写照。

在瓦灰山上住了大半辈子的四郎泽仁
本是村里普普通通的一员，住在牛牦帐篷
里，养了几十上百头牛，生活和经济条件都
比较差，靠听收音机来知悉外面的世界，多
年以来从未走出过九龙县。但近年来，牧民
定居点工程让四郎泽仁从山上搬到了山
下，紧随着外围条件尤其是交通因素的改
变，让老人一家的生活越发走上了快车道。

老人不仅学会了用手机阅读和浏览，
更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学会了如何发展产
业，如何快速增收致富。他带领儿子多落走
上工地（当时在建的省道 215 线汤古段），
教育儿子在工作中要如何做人做事，慢慢
的，儿子当上了小包工头，并建起了村里最
豪华的房子，过上了崭新的幸福生活。

美丽新村庄，幸福像花儿一样，和谐风儿吹过来，开在那祖国大地
上……”近日，甘孜州九龙县汤古乡牧民定居点来让登真家大院
里，只见其妻子益西拉措正坐在尺塔（汉语名为高机，一种纺织藏
式毛毯的机器）上一边唱歌一边快速的纺织着坐毯，一脸幸福。网络媒体行

·甘孜岁月4 0 光影4 0 光影

汤古农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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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城区主干道划定礼让斑马线区域
●民警加强斑马线处通行车辆和行人的管理
●机动车未礼让斑马线会被扣分罚款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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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县汤古乡牧民定居点。

斑马线是行人过街的安全
线，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是驾驶人
的法定义务。可是长期以来，一
些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不减速、
不停车，造成人车混杂、道路拥
堵，严重的甚至会诱发道路交通
事故。2017年4月，一场斑马线
上的治理行动在全国铺开。

今年4月初，公安部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
马线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深化拓
展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
作，建立常态长效治理机制，确保
人民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为深入推进康定市道路交
通秩序整治工作，营造更安全、
更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康定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近期组织警
力在城区范围内没有信号灯的
路口，集中开展机动车不礼让
斑马线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发现，在五一前夕，康
定市相关部门已经在城区街道
路口、人员密集地区划定人行
道、并明确标识“礼让行人”字
样。“康定城区狭小，市民交通
安全法规意识淡薄，在城区道
路上违规停车造成车辆拥堵，
超速行驶等违规现象随处可
见，行人缺乏安全感。”市民秦
先生告诉记者，给驾驶人员划
定红线，让驾驶人员遵守交通
规则，确保市民安全出行，这不
仅是交警部门需要作出的努
力，也是驾驶人员必须遵守的
底线。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民警加
强斑马线处通行车辆和行人的
管理，对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让
行的、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时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纠正过往车辆驾驶人
交通违法行为，引导驾驶人自觉
礼让行人，营造安全文明行车氛
围，培养广大驾驶员“礼让斑马
线”的良好风尚。

据执勤交警介绍，“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是指机动车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
条第一款的行为，即机动车行
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
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
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
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
道路，应当避让。

对于违反此交通行为的违
法，不但会罚分罚钱，交警还将

不定期对相关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媒体曝光……那么，怎么做
才叫正确礼让行人呢？车辆怎
样才算做到礼让斑马线呢？带
着驾驶人员和行人的诸多疑
问，交警作出了以下解读。

行人在道路右幅人行横道
行走、未抵达道路中心线时，在
左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A、B应
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

行人在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分离线外侧等待、未进入
机动车道，机动车 A、B 应当减
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通过人行横道。

行人越过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分割线，进入上述位置，
机动车 A、B 未停车让行的，属
于违法行为，应当处罚。

行人沿人行横道进入机动
车 A 所在的车道后，机动车 B
应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机动
车 A 未停车让行的，属于违法
行为，应当处罚。

行人在道路中心线等待、
未进入机动车 A、B 所在车道，
机动车 A、B 未停车让行的，属
于违法行为，应当处罚。

行人越过道路中心线，进
入机动车 A、B 所在车道，机动
车 A、B 未停车让行的，属于违
法行为，应当处罚。

道路中央采用绿化带隔
离，行人在道路中央驻足区等
待的，机动车 A、B 应当减速行
驶，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
过人行横道。

行人在机动车、非机动车
混合通行道路的人行横道行
走，机动车A未停车让行的，属
于违法行为，应当处罚；机动车
B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
人行横道。

5月6日，记者在多个路口
或人行道采访时发现，许多机
动车驾驶人员都能够主动礼让
行人，交警也加强了文明引导。

“构建斑马线上的安全文明，归
根结底在于人。”康定市交警大
队有关负责人表示，“驾驶人会
有过马路的时候，行人难免也
会有开车的经历，希望广大交
通参与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相互礼让，如此我们就会共同
拥有更好的交通秩序、更多的
交通文明。”

甘孜日报讯 4月27日，康定市突降大
雪，折西地区（新都桥、塔公、沙德、甲根坝
等地区）尤其严重。受本次连续的大风雪影
响，整个折西地区约25公里的线路严重覆
冰，多处 10 千伏线路倒杆断线，造成新都
桥等12个乡8758户用户停电。

收到险情报告当天，国网甘孜供电公
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赓即出动 4 个
抢修小组紧急抢修，新都桥供电所与塔公
供电所员工立即组织两组抢修人员核查供
区内设备受损情况并展开抢险工作，同时，
抽调骨干人员组成两支应急抢修队伍，带
上应急抢修物资从康定紧急出发前往折西
地区开展抢修工作。

受强降雪影响，交通部门对国道318线
折多山段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从康定出
发的2支应急抢险队伍和4台应急抢险工程
车被死死地堵在折多山路段。折西地区的供
电所虽然在积极开展抢险工作，但因工作量
巨大，急需抢险支援队伍的帮助。

抢险队伍负责人在风雪中沿着318国
道向折多山顶方向徒步 4 公里，到达了管
制地段的临时警务站，向交警同志详细介

康定出租车礼让行人。

礼让斑马线
守护生命线
康定交警“亮剑”交通违法行为

大雪来袭 电力员工全力以赴保供电
绍了折西地区的电网情况，希望得到交警
同志帮助，立即赶赴抢险地点。交警同志向
相关负责人请示后，决定让抢险车辆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优先通行。即便这样，平
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抢险队伍仍然历经
了8个小时才到达新都桥。

新都桥和塔公供电所的员工组成的
两支抢险队伍全员出动，顺利完成对线路
的全面巡视工作，找到并隔离故障点。经
过紧急抢修，截至当晚21时16分，除部分
低压台区受损严重导致 120 余户用户供
电受到影响外，折西地区供区内主要线路
均恢复供电。

4月28日清晨，4个应急抢修小组在各
自负责人的带领下，按照27日晚制定的抢
修计划快速赶往各自的事故地点展开抢修
工作。截止当天19时25分，抢险工作顺利
完成，所有受本次暴风雪影响导致停电的
用户全部恢复供电。

据悉，本次抢修工作，国网康定市供电
公司共计投入抢修车辆15车次，出动抢险
人员 60 余人次，大型起重机一辆，挖掘机
一台。 徐兴超 肖顺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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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电力抢修人员在抢修电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