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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气整洁的院
落，
25名来自6个乡镇的
“五保”
老人
组成了一个温暖大家庭，
这里的环境
优雅宁静，这里的老人和谐幸福，这

里工作人员细心
“孝顺”
，
这就是位于
新龙县城后街的县中心敬老院。
6 月 11 日上午，当记者徒步走
进敬老院时，20 来个年龄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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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坐在院落的阳光地带喜笑
颜开地聊天。爽朗的笑声，灿烂的
笑容，一览无余地显现着他们心中
的快乐与幸福。

老人们在观看表演。

五保老人皆父母
在众多人群中，身旁放着两根拐
降的终身残疾。两年后，阿妈因病去
老人饿着、
冷着、
病着、
孤独着；
换洗衣
杖的一位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
世，
我只好与未成年的弟弟患难与共。 服、洗澡、洗脚、理发、洗头，甚至连倒
位来自甲拉西乡土古村的老人名叫罗
当弟弟结婚后，
我主动搬出了家，
并被
马桶之类的事，他们比自己的亲生子
布泽仁，今年 71 岁。开朗健谈的他热
村上安排去守水磨房。住和吃虽然有
女还上心，
从不嫌弃我们；
县领导逢年
情地与记者打招呼，随后便情不自禁
了保障，但仅仅过了 11 年，由于村上
过节都要来慰问我们，县文工团每年
地打开了
“话匣子”
“
：我是敬老院第一
通路、通电，小型电磨进入了家庭，水
都要来为我们演出两次，
县城小、
二完
批入住的‘五保’老人，在这里已经生
磨房自然就垮了，弟弟在这之前的一
小的学生常来为我们唱歌跳舞、打扫
活了将近 8 年。在这之前，我一直过着
年因患胃癌也‘走了’。住在同村的外
卫生，县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年都要来
你们想都想不到的痛苦生活。在我还
侄儿主动把我接到家里，并在院落一
为我们义务诊治和免费体检，县上的
没有成年时，
阿爸就离开了人世，
从此
角搭建了一间木板房。在我入住敬老
志愿者就更不消说啦……作为
‘五保’
我与阿妈、
弟弟相依为命。
记得在我 38
院之前，
我一直生活在那里，
幸好外侄
老人能享受这样的幸福，那简直是前
岁那年，村上组织青壮年上山砍伐集
儿一家人对我很好……”
世修来的福分！
”
体林，
一连砍了几个月都平安无事。
正
曲折的人生，
痛苦的回忆。
罗布泽
罗布泽仁的一番话，引发了在场
当我为即将领到一笔
‘可观’
的收入而
仁一面不停地擦拭着眼泪，
一面哽咽地
老人们的强烈共鸣：有的高高竖起双
兴奋时，意外发生了。一天下午，当我
自我安慰道：
“哎，
不幸的事情已经过去
手大拇指，
有的双手合十，
有的频频点
哼着山歌使劲地把砍下的原木推下山
了，
我要好好享受现在的幸福生活！
”
头，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
坡时，
万万没想到，
我的正上方突然滚
说起眼下的幸福，他激动地说： 政府万岁！
”
此情此景，
让人感慨连连。
下了一截 10 来米长、盆口粗的木头。 “敬老院考虑到我腿脚不便，
就将我安
关爱暖心天下老人皆父母，老残
当我听到滚动的声音时，由于躲闪不
顿在二幢一楼四号房间；我一个住的
不孤人间晚辈尽儿孙。
采访中，
县民政
及，
这根木头就从我身上碾了过去。
当
房间比院长的办公室还宽，房间内有
局纪检组长陈琪告诉记者：
“在这个敬
同伴找收工到我时，
我已经不省人事。 单人床、
衣柜、
茶几、
电视柜，
不说床上
老院中，年龄最长者 86 岁、最小者 58
当我苏醒过来时，县医院的医生告诉
用品，
就连身上穿的、
每天吃的和日常
岁，
尽管他们人生的经历各不相同，
但
我，
‘你除了皮外伤，左股骨粉碎性骨
用的都是政府给的。
敬老院上至院长、 当下的幸福快乐却完全一致。幸福时
折、
左边肋骨断了四根、
三节颈椎严重
下到炊事员都把我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光，
夕阳美好。
为让更多的
‘五保’
老人
受损’。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知道
一样对待，
一旦哪个老人生病，
就马上
能安度晚年，
县委、
政府对敬老院的投
了自己的后半生将面临着什么。鉴于
送医院治疗，
每天送三顿饭不说，
还要
入确实舍得花钱，光是这座敬老院就
当时的交通、
经济和医疗条件，
我只好
自己挣钱买水果、
零食；
像我这样腿脚
投入了 300 万元；投资规模达千万的
就地接受治疗。在县医院治疗了一个
不便的老人，
只要天气好，
他们就会主
拉日马镇中心敬老院目前已通过了竣
多月后，我被抬回家中等待命运的安
动扶我们到院坝活动；生活不能自理
工验收，明年将正式投入使用，96 名
排。尽管我每天忍着剧烈的疼痛活动
的老人，他们总量轮流送饭、喂饭；只 ‘五保’老人将会像罗布泽仁一样，尽
筋骨，但最终还是落下了左腿严重变
要他们有空，
就会陪我们聊天，
了解我
情分享着敬老院
‘和谐之家。
形、
颈椎不断增生、
视力和听力严重下
们的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生怕哪个
谢臣仁 记者 田杰 文/图

托起生命的希望
2018 年 6 月 14 日是世界献血
者日，宣传主题是：
“为他人着想、捐
献热血、分享生命”
。
江河，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滔滔
江水；生命，无限活力是因为血液奔
流。血液，
由此被誉为生命之河。
献血是爱，是关怀，是您能为您
的同胞做出拯救他生命的最大奉献。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卫生组
织和国际红十字会一直向世界各国
呼吁“医疗用血采用无偿捐献的血
液”。无偿献血是血液最科学、最合
理的来源，是最安全的血液，是预防
经血液传播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

崇高行为，能使患者解除病痛甚至
挽救他们的生命，其价值是无法用
金钱来衡量的。
科学献血有益健康。一次献血
200-400 毫升（只占人体总血量的
10%以内）时，贮存在肝、脾等器官
的血液会释放出来参与血液循环，
迅速恢复血容量，同时刺激人体造
血功能增强，有利于血液的新陈代
谢，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无偿献血者免费用血。无偿献
血相当于一种输血医疗保险，献血
者本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有相应
的免费用血的待遇。无偿献血体现
了“为他人着想。捐献热血。分享生

命。”的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您捐献的血液，可能让一名产
妇、一名严重贫血患者、一名外伤失
血患者的生命获得重生，也可能让
一名“包虫病”患者燃起生的希望
……您的爱心举动将使得千万个不
幸的家庭重拾欢笑。
在此，
我们倡议广大市民群众，
伸
出您温暖的双手，
奉献您无限的爱意，
尽力挽救每一个濒临垂危的生命。
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们相信，
因为
有您的参与，
“健康甘孜”
“小康甘孜”
的全面实现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期盼
您的参与！

决战地球之巅

甘孜州北路三县脱贫攻坚见闻实录
◎欧阳美书

决战地球之巅！
最初在笔记本上敲下这个
标题，
是高原初春的五月。记得那
是草场泛青、鲜花盛开、枝头初
绿、冰原解冻的时候，笔者带着
“脱贫攻坚”采访任务，穿行于甘
孜、
德格、
白玉三县的县乡村三级
脱贫攻坚机构。迄今数月，
一个个
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人
物，一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又
契合党的宗旨与人间大道的故
事，一个个预示着农牧民崭新生
活与崭新未来的项目成就，总在
眼前盘旋，
耳边萦绕，
在脑海里回
响与浮现。虽然三县干部群众风
采只是整个康巴高原脱贫攻坚
战役的部分缩影，
但管中窥豹，
也
可略见一斑，
个案里隐含着共性，
三县干部群众决战贫困的脚步
里，也能聆听到大时代里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激起的心跳
与奋进鼓声。
——题记

州委宣传部
州文联
甘孜日报社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办

四川民族学院师生和志愿服务队在校园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市民到州中心血站献血。

献血时间：上午 8：30——下午 17：30，中午不休，
周六、周日不休。
献血地点：甘孜州中心血站 1 楼（康定市郭达街 1 号）
联系电话：0836-2825920

甘 孜 发 布

报告文学连载

驻甘孜州武警官兵踊跃无偿献血。

康 巴 传 媒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脱贫奔康，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脱贫攻坚战，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对贫穷发起的世纪大决战！
从冰
封千里的北国边疆到四季如夏的南方
丛林，从东海之滨的波涛晨曦，到世界
屋脊的雪山草地，
我们都能听到这场旷
世之战的号角，
看到奋战在脱贫攻坚战
役一线干部群众的身影，
以及愈益美丽
与壮观的山河改颜、
村寨巨变。
时间：2015 年－2020 年！
地点：地球，亚洲东部，世界人口
最多的国家、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战役：脱贫攻坚战！
特点：全域战争！全民战争！决胜
之战！民族复兴之战！
在这场旷世大决战中，中共中央
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特别强调，社会主
义是干出来的。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
硬仗，必须付出百倍努力。全党全社会
要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
上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
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全党全军、全体党员干部、全国各
族人民，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齐心
聚力，越过千山万水，在最广泛的战场
上同贫困进行殊死的斗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五年前，习近平总书
记的铿锵话语，道出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核心要义，也吹响了脱贫攻坚
的世纪大决战的号角！
2017 年 6 月，瑞士日内瓦，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 35 次会议上，中国代表
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 140 多个国家，

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
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同样，包括“一带一路”在内，中国
已经站在全球的高度制定与实施着脱
贫攻坚战略，这是全球人民的福音，因
为巨量的物质财富的创造与运转，必
将惠及整个人类！
这是全体中国人民从“总体小康”
到
“全面小康”的决胜战役！
因为从此时到 2020 年，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 绝对贫困”将
会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并最终只
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
联全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
克拉克说：
“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
模举世瞩目，
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其实，
在中国大地，
脱贫，
并不是始
于 2015 年代，
而是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当我们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起，
我们就开始了与贫困的
全面开战和顽强作战！
30 多年来，党领导人民让 7 亿多
人 脱 离 了 贫 困 ，并 将 在 今 后 三 年 时
间，让仅剩的 4000 多万贫困群众走
向小康！
其实，
“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从
来就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也
是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百年拼搏
的
“初心”
！
三个最近的脱贫攻坚数据——
中央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为
中西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2017 年资金规模超过 860 亿
元！提请注意，这仅仅是一年的专项
扶贫资金！
全国 向各地 贫 困地区派 驻了近
80 万 名 帮 扶 干 部 ，与 困 难 群 众 同 甘
苦、共奋进，攥着劲瞄准脱贫目标，全
方位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所说的
“脱真贫，
真脱贫！”
（未完待续）

更精彩
扫一扫

奋进新时代
高原小康梦

第一章 宏大时代与高原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