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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员：

遵守道法
莫把道路安全当儿戏

甘孜日报讯 甘孜州的夏
天和秋天是舒适美丽的季节，
此时的甘孜不但温度适宜，风
景美丽，还有不少时令山珍令
人垂涎欲滴。这个季节也是内
地游客到我州旅游的高峰期。
2017 年 12 月 31 日，雅康高速
泸定段正式试通行，交通的便
利也让更多的游客选择到甘
孜自驾旅游度假，今年入夏以
来，由于受汛期影响，在全省
旅游市场普遍下滑的情况下，
甘孜旅游却持续出现“高温”
现象。

目前正值我州自驾游高
峰期，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地
理环境，泥石流、山体垮塌等
地质灾害正处于高发期，对自
驾游的游客来说，不可掉以轻
心，需要注意很多问题。

8月16日上午，州交警支
队发布甘孜自驾游注意事项，
称部分车辆上了高原，会有提
速慢、动力衰减的情况，而且
由于高原缺氧，造成人的大脑
反应并不灵敏，加之部分自驾
的朋友有时对自己的驾驶技
术过于自信，弯道不减速、乱
超车、疲劳驾驶、危险路段乱
停乱放等，而这些行为都极容
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一旦
发生交通故事，轻则劳民伤
财，重则车毁人亡。

甘孜交警提醒，川藏线可
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但
也是进藏路线中风景最秀美
的路。但行驶在这条路上对驾
驶人员车技和车况要求都很
高。特别需要提醒的是 318 国

道川藏线，坡多弯多，峡谷多，
大部分路段临水临崖，新手驾
驶，非常危险。

目前甘孜州道路多为国
道、省道，路况以柏油路、水泥
路居多，大部分路况良好，部
分未修缮完成区域和雨季易
塌方、泥石流路段路况较差。
山区路况并不如城市里那样
平坦、宽阔，其急弯较多，对于
不熟悉路况和车技还不熟练
的新手来说，交警不建议大家
自己开车，如果非要尝试，也
请跟着专业团队，由老司机带
队，保驾护航。千万不要自己

“单打独斗”，毕竟有些建造并
不完善的路段加上雨水，行驶
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一旦车辆
出现问题，人烟稀少不方便修
理，出行前一定要做好车况检
查、配备常用修理工具。尽量
不走夜路，不得已的情况下走
夜路，速度要降到白天的70～
80%左右，会车时提前关大
灯，每隔一段时间闪一下大
灯，注意没有尾灯和不起眼的
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和停在
路边的车辆。

甘孜交警表示，针对自驾
游高峰期，甘孜交警将全力做
好保畅工作，加大危险道路的
隐患排查，确保国省干线和旅
游环线 24 小时内都有警力值
守。最后甘孜公安交警提示所
有进藏自驾旅游及有此计划
的驾驶员朋友，遵守道路交通
法规，安全文明驾驶，确保旅
途安全、顺利。

记者 张磊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
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有效预防和减少涉摩交通事故
发生，全面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环
境，为百姓出行创造良好的道路
交通条件。从2017年11月1日
开始我州公安局交警大队集中
开展了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整
治行动，截止2018年7月30日，
处理违法驾驶摩托车2471（人/
次）、暂扣无牌摩托车4002(台）、
强制报废摩托车2276（台）。

违法摩托车集中整治是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对
摩托车监管行动要坚持“零容
忍、全覆盖”。在开展整治行动
中，全州公安交警严格实行白加
黑勤务制度，确保在整治行动覆
盖每个时间段；通过科学调整警
力，将警力投放到摩托车违法行
为高发时段、路段；强化警务部
署，保证重点路口、路段的见警
率；加大查处力度，重点查处无
牌无证、车辆未检验未报废、闯
红灯、闯禁行、逆向行驶、不戴头

盔等严重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对无牌摩托车坚决予以
暂扣；提升交警管事率，采取流
动巡逻与固定执勤相结合的勤
务模式；在查处过程中，交警也
认真开展了教育工作，向摩托
车、电动车驾驶人及乘客讲述其
交通违法的危害。

甘孜公安交警提醒广大摩
托车驾驶员朋友：公安交警部
门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开展整
治违法摩托车专项行动。驾乘
两、三轮摩托车必须取得两、三
轮摩托车驾驶证，所驾驶的摩
托车辆须进行注册登记，并按
期对车辆进行年检。同时，我国
交通法规定：100 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达到 20—80 毫克为
饮酒驾驶，80毫克以上为醉酒
驾驶，摩托车酒驾和汽车酒驾
处罚一样，为了自身和他人的
安全，切勿抱着等待、观望和侥
幸心理，以身试法。

见习记者 包小玉

我州集中整治违法
摩托车工作成效显著

甘孜日报讯 8 月 17 日，
第九届四川文学奖、第七届四
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
品奖在蓉揭晓。其中，我州作
家 尹 向 东《风 马》、雍 措《凹
村》分别获得第九届四川文学
长篇小说奖及特别奖，扎西
(岗旺)《藏獒与狼》获得第七
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优秀藏文作品奖，洛迦·白玛
诗集《雪覆盖的梦园》及伊熙
堪卓小说《酒鬼汪扎》获得第
七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优秀汉文作品奖，共五位作
家上榜，成为全省获奖最多的
地区之一。

近年来，我州立足深厚的
文化底蕴，大力推动文艺精品
创作，切实构筑康巴文化高地，
树立了“康巴作家群”文学品
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
一道靓丽风景。我州先后有《凹
村》等十余部作品荣获国家级
和省级文学奖，《隐蔽的脸》、

《康巴》、《布隆德誓言》等三部

长篇小说被译成英文对外推
介。自 2012 年以来，相继在成
都、北京等地举办了高规格的

“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国
内评论家、媒体聚焦“康巴作家
群”，多所高校设立了“康巴作
家群”研究课题。

四川文学“两奖”由四川省
作家协会主办，代表四川文学
的最高荣誉。记者从四川作家
网了解到，今年的“两奖”评奖
工作重点关注反映人民主体
地位和新时代现实生活，塑造
时代新人形象，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表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及书写脱
贫攻坚伟大实践等现实题材的
优秀作品。

经过初评、专家评审、终评
和审定程序，此届四川文学奖
产生了 7 个奖项 16 件获奖作
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
品奖产生了3个奖项12件获奖
作品。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我州五位作家
喜获四川文学大奖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雅江 采摘记

上接8月16日第五版
竹庆镇拥有乡镇干部28人，年龄最大的镇

长34岁，年龄最小的呷玛初21岁。呷玛初是一
名藏族美女，炉霍人，三年前从康定的省藏校
毕业在德格考上了“干部”，耍男朋友没？呷玛
初摇摇头，表示没耍。

竹庆镇28名“干部”，包含公务员、事业编
制、村官等。“最早的08年就到了竹庆镇，一直
在这儿坚持，每天上班打考勤，没有周末与上
班之分。干部每年只有30天探亲假，周末上班，
没任何补助，一个月每天都要上班。去县城要4
个小时，169公里；到甘孜县140公里。平时想
走哪儿，也极不方便。”

“驻村工作组，乡干部下去当第一书记；每
个人都有事做，有责任。去年工作特别忙，脱贫
任务十分繁重。给60户贫困户建房。手把手教
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竹庆镇平均海拔 3950 米，纯牧区，没任
何农业。条件极为艰苦，年结冰期半年以上，年

平均温度0度或1度。冬天海子山结冰，进出极
不方便也极不安全。盼望海子山隧道打通，施
工经常发生垮塌事故。隧道打通后，不但可以
节省半个小时时间，通行能力大大提高，安全
性也大有保障。”

在与土登尼玛的一问一答中，笔者还得到
了一些消息，距镇政府不远，发现了两处极具
开发价值的温泉，加上著名的竹庆寺、协庆寺
对游客的吸引力，竹庆镇的旅游产业极可能成
为集体经济与牧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离开竹庆镇的早晨六点过，太阳刚刚从东
方升起，照得竹庆街上一片辉煌，无数牧民骑
着摩托车轰响着向冲过街道，摩托车后面几乎
都坐着一个或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生。竹庆镇的
年轻干部告诉笔者，这是牧民送孩子上学，把
孩子送到学校后，顺便上山去挖虫草，天色黄
昏后，又骑着摩托车回家。

如果说面对脱贫攻坚大决战，竹庆镇党委
书记土登尼玛身上显现出一种执着与韧性的

品格；那么德格县妇联主席周玉华的身上则洋
溢着浓郁的爱心与工作的激情。

周玉华，是笔者到德格后，“组织”安排的
第一个采访对象。初听采访对象是县妇联主席
时，笔者内心里也闪过一丝疑惑。妇联主席，与
脱贫攻坚有关么？采访完毕，不，就在见到周玉
华主席不久，我就领悟到了德格县委宣传部这
样安排的寓意，在这个2016年被评为“甘孜州
十大扶贫好人”的周玉华同志面前，我看到了
德格县在脱贫攻坚战役中更深刻的思考。

妇联工作的对象就是妇女儿童。周玉华担
任主席的德格县妇联，其脱贫攻坚工作的对
象、着力点、动力源等，依然在妇女儿童。

妇联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是我
党的优良传统，亦是妇联工作要取得突破的必
然经验。作为只有3个编制的德格县妇联，周玉
华哪怕是又当主席又当兵，也不可能凭3个人
做成若大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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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高原小康梦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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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连载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文/图
每年7至9月，是四川省雅江县采摘松茸最

佳季节。雅江县八角楼乡王呷村藏民寿生和哥
哥山寿、爱人斯郎志玛每天都要上山采摘松茸。
寿生一家5口人，两个双胞胎儿子，哥哥叫白玛，
弟弟叫扎西，白玛今年考上了山东畜牧兽医职
业学院，扎西上高职毕业后在县城一理发店工
作。因为近些年孩子上学、家人生病住院，让本
来单薄的家底雪上加霜，寿生一家是村里建档
立卡贫困户。每年夏季上山采摘松茸成为他们
一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寿生去采摘松茸的地
方位于雅江县北部帕姆岭下，海拔从3500米至
3900米的青杠林（高山栎林）中。

寿生一家每天凌晨4点来钟起床，打了
酥油茶，吃了糌粑，就骑上摩托前往目的地，
到了山脚下晨曦微露，就顺着山脊自下而上
在青杠林中寻找松茸松茸对生长环境要求
极为苛刻，必须无
污染，在没有人干
预的高山栎林（青
杠树）和高山松、高
山栎混交林中，树
落叶形成的厚厚的
腐殖土为松茸的菌
种提供了生长环
境。松茸破土前必
须有充足的雨水滋
润，破土后需要得
到充足的阳光照
耀，还要躲过各种
昆虫和动物的伤
害。记者大约中午
时分从山脚和寿生
爬到了山顶，举目远眺，群山层峦叠
嶂，青翠的青杠林像被子一样铺满
了山峦。据悉，雅江县国土面积
7854.5 平 方 公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50.8%。这里生态环境优良，多数青
杠树林都在海拔3500米以上，为松
茸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雅江县年
产优质松茸1000余吨。

2013年8月3日，中国食用菌
协会授予雅江县“中国松茸之乡”
称号，2014年，雅江松茸获得国家
商标局颁发的地理标志商标。寿生
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晚上雨白天
晴，特别适宜松茸生长。今年收成
好，全家都很兴奋，每天卯足了劲。
青杠林高1.5米到3 米高，树丫纵
横交错，寿生必须弓着身子前行或
者半跪身子匍匐，弯腰低着头，时
不时拿削成尖端的树棍拨弄着青
杠树落叶寻找松茸。寿生说，“运气
好差不多走一公里能发现一颗松茸，要重复上
百次俯身动作。我最多一次捡到了10斤，算是
最多的一次了”。密林将生寿的衣服、帽子撕扯
破了好几处，寿生爱人斯郎志玛害羞的说，我一
周穿破一双胶鞋……采摘松茸不是件轻松的
事，藏民在山里采松茸几乎都是一天，午饭是随

寿生在青杠树下寻觅松茸。

这是雅江县帕姆岭青杠树林下的松茸，
他们生长环境在无污染、青杠树落叶形成的
厚厚的腐殖土中。

身携带的糌粑、面饼和矿泉水，傍晚时分才
下山把松茸送到商贩手中或者送到县城摆
摊销售。帕姆林山下的松茸采摘点，也是整
个雅江县无数采摘点的一个缩影。这种劳
动强度只有年复一年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群
众适应，外来人是吃不消的。

寻找和采摘松茸是靠经验的。一
般松茸生长在青杠树从下，靠菌丝吸
收树根系和土壤的养分，但由于树林
浓密遮挡了光线，加之厚厚的腐殖土，
冒头的松茸和青杠树落叶一样呈现黄
色，极难辨认，视力必须好才行！寿生
说，采松茸除了经验，也是需要技巧
的：发现松茸后，第一步把落叶和腐殖
土拨开，第二步用消尖的木棍弄松插
入松茸下方的泥土，木棍下撬，松茸便
出土了，第三步小心翼翼地取出完整
的松茸，第四步把撬松的土壤、松茸菌
种群压平整，并用腐殖土覆盖。寿生反
复强调第四步，他说松茸真是神奇，采
过的松茸的地方，一场雨后，只要菌种

群没有裸露在外，又会长出松茸！寿生哥哥
山寿说：“自己的窝窝不能给他人看见了，就
像你们银行卡密码一样。”藏民们十分珍惜
这些菌种群。松茸含有18种氨基酸，14种人
体必须微量元素，含有松茸醇、双链松茸多
糖、松茸多肽等3种活性物质，是世界上珍
贵的天然药用菌。目前，松茸是无法用人工
培育。四川雅江县的松茸菌肉白嫩肥厚，质
地细密，口感润滑丰腴，香气浓郁独特，是松
茸中的佳品。深受大众喜爱，并常年出口日
本、韩国。今年雅江县报批松茸出口1812.5
吨，预计出口创汇5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