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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5 月 12 日，双
流中学实验学校初一学生夏誉
容家里来了一位小客人。小客人
白玛拉珍身着湖蓝色藏装，梳着
两根长麻花辫，脸颊上飞着两朵
高原红。为了迎接这个小客人，
夏誉容的妈妈刘映红和她收拾
好了一间房，还为她准备了特殊
的礼物。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夏
誉容将和小客人白玛拉珍同吃、
同住，同学习。

白玛拉珍是甘孜州巴塘县人，
今年13岁，比夏誉容大一岁。长这
么大，白玛拉珍从没离开过巴塘，
更别提繁华的大城市。拉珍品学兼
优，性格开朗活泼，见着夏誉容一
点也不认生，大胆地为她唱起了

《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汉藏双语的
藏歌。很快，两个小姑娘成了相亲
相爱的小姐妹。相见第一天，俩妹
妹就相约，下次巴塘见。

这一天，巴塘县一共有20名
孩子乘飞机来到成都市双流区，
参加2019年度双流巴塘“格桑梅
朵绽放工程”，直到5月19日结束
行程返回。在成都的这一周时间，
孩子们将走进双流的学校、双流
人的家庭，走进成都的博物馆、大
学校园、海洋馆等地。双流区援建
指挥部指挥长、巴塘县委常委、副
县长黄冕说，希望这些活动能开
阔孩子们的眼界，激发孩子们的
求知欲，帮助他们树立起走出大
山、学好本领的意识。

11 岁的丁真拥珍来自巴塘

县人民小学，3 年前，她的哥哥
曾参加活动到过成都。因此，她
特别向往成都，在哥哥的激励
下，她努力学习，想成为一名优
秀的学子。她告诉笔者，半期考
试，她的成绩在班上排名第五，
到成都，她最期待进大学校园。
她 说 ：“ 我 也 想 长 大 了 上 大
学！”与她同岁的根呷多吉说，
他最向往的是进博物馆，想看恐
龙。15 岁的洛绒次登则对走进
双流家庭充满了期待。16 岁的
次仁罗布说，他最期待的是进双
流校园，“我听说双流的孩子都
很优秀，我想与他们近距离接
触，向他们学习”。

据巴塘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郎卡降泽介绍，在双流区委区政
府的帮助下，“格桑梅朵绽放工
程 ”“三进活动”已经开展了六
年，每年巴塘都会组织不同年
龄段的小朋友走进成都双流，走
进校园，走进家庭，体验学习，直
观感受到“藏汉一家亲”及强大
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巴塘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李超说，带孩子们
见世面很重要。他拿自己的亲身
经历举例，他说，他 30 岁那年，
第一次到成都，在十字路口望着
车来车往的街道，都不敢过街。
他相信孩子们出一趟远门，眼睛
所见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将
成为一粒粒向上向善的种子埋
在心底，某一天会萌芽。
县委中心报道组 黄建平 文/图

20名巴塘孩子走出大山见世面
精准扶贫进行时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食
品行政许可质量，强化食品安全监
管力度，近日，新龙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开展了餐饮服务单位食品经
营许可现场核查工作，把现场核查
验收作为行政许可的重要环节和
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

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对新增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所有经营店展开了现场检查和
专项核查，重点对场所设置、厨
房布局、操作程序、设施设备、
环境卫生、原料购进储存等方
面进行了全面检查，对经营者
执行进货验收和索证索票制度

情况进行了查看。检查过程中，
对申办条件达标的单位，按规
定予以办理；申办条件不达标
但有能力整改的单位，要求其
限期整改；对申办条件不能达
标且无力整改的单位，直接下
达现场核查不合格的意见，要
求其主动停业；对拒不整改、不
停业的进行立案查处。

据悉，通过此次现场检查和
专项核查活动，备案了5家食品餐
饮店铺，下达了责令整改书1份，
没收过期食品40余斤，有效地守
护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县委中心报道组 杨雪涛

新龙县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甘孜日报讯 近日,九龙县民
族医院携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和青白江区中医院对口支援专
家，组成中医、西医、藏医、骨伤骨
病医疗队，来到呷尔镇华丘村开
展巡回医疗暨送医送药活动。

活动当日，前来就诊的患者
络绎不绝，问诊、针灸、理疗、彩
超检查、宣教、测血压等义诊工
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义诊
医疗队的专家们一边认真地给

群众检查身体，一边耐心地为他
们解答各种医疗保健咨询，提出
治疗建议，并把药品和宣传资料
送到群众手中。

据悉，本次活动共免费义诊
300 余人次，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册，并免费发放了价值 4000
余元的药品，使群众足不出户就
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央金卓玛

九龙县民族医院

开展巡回医疗服务基层群众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色达
县教体局坚持以党建工作为统
领，积极推动党建工作融入教育
改革发展全过程，全县教育各项
工作取得新突破，整体面貌呈现
新气象。

着力提升基层组织力，切实
发挥学校团队组织生力军作用。
加强党员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每
年组织教师学习200场次，开展
专题研讨 80 场次，党课讲座 40
场次；注重在教学一线优秀青年
教师、学科带头人、校长中发展
党员，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党员
校长全覆盖；党建引领师德师
风，开展“争做一名合格教师”大
讨论活动 20 场，开展师德师风
演讲比赛6场，评选表彰“最美乡
村教师”6 人；坚持党建带团建，
建立健全了党团例会、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团建工作管理等一系
列制度，先后建立团支部20个，
实现了全县学校全覆盖；坚持党
建带队建，通过国旗下的演讲、

爱国主义征文比赛、脱贫攻坚手
抄报、参观教育基地等活动，进
一步增强中小学生的爱国意识、
感恩意识等，全县适龄儿童入队
率、少先队员红领巾佩戴率和少
先队干部配备率均达到100％。

着力突出组织建设规范化，
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突出党员管理规范化，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行党员量
化计分管理，建立党员管理台
账，建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
开展扶贫助困、结对帮扶困难学
生、走访慰问等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25次；突出教育培训规范化，
健全完善学习制度，采取集中学
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各
学校每年组织集中学习不少于
10次；突出工作制度规范化，建
立了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制度，严
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建立
监督协调机制，健全完善党员定
期评议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制度。

县委中心报道组 尼公

色达县

抓党建促教育改革

“悬崖村”变形记
甘孜县昔色乡阿拉龙村精准扶贫小记

5 月 13 日，记者乘坐的采
访车沿着蜿蜒曲折的柏油路前
往阿拉龙村，虽然会车有些困
难，但车流量极少，弯道虽然
多，但平坦整洁。悬崖上的路
呢？看到记者满脸狐疑的样子，
汤宁笑着说，过去，乡政府到阿
拉龙村是“伤心路”“痛苦路”。
沿着江边凹凸不平而又狭窄的
碎石路艰难行驶，经过路边一
座吊桥后，公路也就到了尽头，
村民们只能沿着绝壁羊肠小道
或骑马或步行，小心翼翼地在
悬崖上攀行。

“我20多岁的时候，骑马用
了两天的时间去过一次县城，
因为吃尽了苦头就再也没有去
过了；由于没有公路，村民有感
冒发烧的，就只能拖，遇到危重
病人，只能通过担架抬下山，山
路难走，耽误了治疗时间，危重
病人还没有抬到山下就断气
了；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村民大
部分都没有读过书，村里唯一
的一个只懂藏文的‘文化人’当
了代课老师，现在都退休了；因
为路途遥远，娃娃们没有条件
上学呀。”现年50岁的阿拉龙村
委会主任生龙生根感慨地说，
我们村到江边有 15 公里，全是
陡峭的羊肠小道，在山鹰也飞
不过的地方，老一代的村民大
部分连村子都没有走出去过。
全村是由普巴村、木巴村、阿拉
龙村三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
村，共 63 户 275 人，2014 年，
阿拉龙村精准识别出建档立卡
贫困户 19 户、75 人，是雅砻江
上游的贫困村之一。

阿拉龙村没有村集体经济、
没有水泥路面、没有网络信号、没
有公共厕所，村民生活用水要去
河边挑，人畜共饮，耕地面积少，
农作物产量低，只能种点青稞和

土豆自给自足。汤宁告诉记者，这
是他到阿拉龙村看到的状况。

“脱贫攻坚决不能落下一
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2015年，县上投资2000多万元
建成阿拉龙村过江双车道水泥
大桥，并启动了通村公路建设。

老人向巴青措目不转睛地
盯着“听说能修路的大机器”，
眼里夹杂着好奇，激动地流下
了幸福的泪水。曾经，因为没有
通往县城的公路，村民要翻越
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骑马
或走路到县城来回要用一周的
时间，历尽千辛万苦，还有可能
被摔伤甚至有生命危险。“去一
趟县城，就是拿命在作赌注。”
向巴青措曾因此放弃了到县城
一睹城市繁华的念想。“感谢你
们，谢谢，你们辛苦了。”老人喃
喃自语，73岁了，她还没有走出
过阿拉龙村。工人在紧张地施
工，向巴青措每天都要去工地
看看进展情况，虽然只是毛坯
路，虽然到一次县城单边仍然
要用3个小时，但可以通过汽车
和摩托车了，村民再也不用骑
马走路进城，通车那天，全村人
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

2017 年 5 月，县上决定投
资 746 万元，兴建长约 8.3 公
里、总路面宽度3.5米的通村水
泥路。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水
泥路便修到了村里。

“以前从这个村到另外一
个村要走一天的路，现在村村
都通了水泥路，还通了联户路，
村民家家户户都买了摩托车，
去一趟县城只要两个小时，商
贩开着车进村吆喝叫卖蔬菜和
水果，收购虫草和药材的老板
也多了起来，”生龙生根高兴
地说，“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
的日子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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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百业兴。5月13日，记者乘坐的采访车
沿着通村水泥路直接开进了生龙生根家的院
坝。“这是去年才打好的院坝，房子也刚刚装修
完不久。”生龙生根带着记者参观他的“新家”，
通村公路修通以后，货车可以开进村里，钢筋、
水泥、砂石等建材能快捷地运到村里，村民争相
翻修房屋，他请来木匠、泥水匠新修了住房，请
画匠按照当地文化特色进行了室内装饰，到县
城选购了崭新的藏床、碗柜、卡垫（藏语小型藏
毯的意思，是藏族家庭的床上用品）和冰箱、洗
衣机、电视机等，日子过得舒坦了。这段时间，村
民们都上山挖虫草去了，要持续一个多月时间，
虽然非常辛苦，但这是村民最幸福的季节，因为
虫草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家里有9亩土地，5口人，15头牦牛，奶制
品自己食用，还可以出售牦牛，我和爱人挖虫草、
拣獐子菌，我一个月还有2000元的工资，加上草
补、林补等惠民资金，年收入有3万多元。”生龙生
根细数生活的变化，心情愉悦，村子里发生的点
点滴滴变化，都离不开县乡干部、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员以及帮扶单位的辛勤付出。

阿拉龙村的集体和家庭牧场都在海拔3600
米以上的山上，高山放养最大的问题是夏季牧
草丰盛牛羊膘肥体壮，冬春无料掉膘甚至死亡，
大大降低了出栏率，直接影响到了牧民的收入。

种草养畜，汤宁是门外汉，他在“前任”本报
第一书记蒋平的指导下，在州畜牧部门的帮助
支持下，购买了适合阿拉龙村的优质牧草种子，
经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同意，平整出5亩河边荒
地用于试种。经试种，每亩干草产量在200斤以
上，一年两季能收获500斤左右，村“两委”打算
继续增加播种面积，让村民不用花钱买草饲料，
而且还可以让牦牛不掉膘，增加了收入。

“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昔色乡中心校，一个
在县城二完小读书，两个孩子年龄偏大，我要他
们补习文化，争取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上不吃亏。”
生龙生根说，路通了，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
善，汤宁就引导村民打扫家里和公共区域卫生，
让村民积极送子女入学。现在村民子女全部入学
读书，部分村民还在县城租房子住，陪子女读书。

走进伍呷的新居，伍呷说，他家以前是住在
半山腰上的一座危房里，家里有7口人，而且小
孩就有三个，加上伍呷年龄偏大，没有经济来
源，乡党委、政府决定给他家易地扶贫搬迁，把
他们一家人从普巴村山上搬到阿拉龙村，并把
全家纳入低保和藏区新居建设，解决了住房安
全问题，生活得到了保障。他一家人通过挖羌
活、大黄等野生药材，拣獐子菌和挖虫草，加上
低保、草补、林补等惠民资金，一年的收入也有
了3万多元，现在他再也不用担心房子会垮、孩
子会辍学了。

2018年，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的努
力下，全村已通电、通网，每家每户有电视看，喝
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村里有标准卫生室、文化
室、村级活动室。

“我给村里联系了69盏路灯，马上就要进场
安装，你们走夜路再也不用害怕了；我们报社援
助的公共浴室也将在8月前完工，村民可以轮流
洗澡了；我正在和一家微小企业谈，争取解决牧
民畜产品销售难问题……”汤宁告诉生龙生根
他目前正在为村里办的事情，生龙生根竖起拇
指代表村民表示感谢。

兴办合作社、挖虫草、拣獐子菌、养走马参
加比赛，阿拉龙村委会正在为村民规划着美好
的未来。告别阿拉龙村，田野里绿意盎然，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阿拉龙村将和其他
贫困村一样摘掉“穷帽”，一个富裕的美丽新村
将呈现在人们面前。

常听本报派驻甘孜县

昔色乡阿拉龙村第一书记

汤宁讲，他到该村的时候，

所谓通村的“路”，是崖壁

上凿出的一条宽度最多能

容下一辆小车勉强贴行的

土坯小道，一侧紧挨峭壁，

另一侧即是悬崖，最险的

路段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路边是一望看不见底、

100多米深的悬崖，出行

条件极为艰险，人员伤亡、

物资损失等意外事故时有

发生。闭塞的交通环境大

大阻碍了村庄的发展，村

里的农特产出不去，外面

的货物进不来，村民只能

依靠自给自足的方式生产

生活。

初次进村便被惊出了

一身冷汗，汤宁怀着恐惧

的心情走进村里。破破烂

烂的毛坯房阴暗潮湿，村

民靠点油灯度过漆黑的夜

晚……在现代文明高度发

达的今天，阿拉龙村的贫

穷落后，让汤宁惊呼“简直

想不到”。诙谐幽默的汤宁

告诉记者，看到乡亲们落

后的生活状况，他落泪了；

作为一名与现代生活须臾

不可分的年轻人，他真想

一走了之，然而，面对组织

的重托和乡亲们渴求脱贫

致富的眼神，他在这个与

世隔绝的“悬崖村”坚持了

下来。两年来，他欣喜地与

乡亲们共同见证了“悬崖

村”发生的静悄悄变化。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见习记者 唐睿 文／图

记者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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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和本报驻村第一书记汤宁与生龙生根商议解决路灯安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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