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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特别报道

相约圣洁甘孜·畅游自驾天堂

甘孜日报讯 8 月 11 日，在德
格县境内考察完珠牡洗脸地、格
萨尔三十员大将洗澡地、格萨尔
庙、甲察宫殿遗址等点位后，为期
11 天的“康巴之旅——找寻格萨
尔的足迹”大型寻访考察活动圆
满落幕。

此次寻访活动分为两个组。其
中第一考察组跨越三省四州十五
县，历程达3000多公里，主要考察
内容为寺庙文化、岭国三十员大将
仁青大努城堡遗址、翁布·阿鲁巴
桑城堡遗址、噶丹曲军贝纳城堡遗
址、尼奔达雅城堡遗址。同时，考察
组还考察了格萨尔历史遗物——
居·麦彭寺庙的晁同金刚杵、赛巴
寺格萨尔宝刀、东仓博物馆岭国赐
给大将东·白日尼玛江才的十二卷

《大般若经》等。
第二考察组自德格阿须出发，

石渠、甘孜、江达、玉树、果洛、玛
曲、杂多、治多、曲麻莱等地，总里
程近3600公里。期间，先后考察了
岭国故都森周达泽宗宫殿、格萨尔

爱将邓玛的白宫遗址、须然寺红宫
遗址、邓玛纪念馆、达纳寺三十大
将灵塔、格萨尔王母亲郭萨所在的
郭·冉洛敦巴坚赞部落、果洛州格
萨尔博物馆、晁通家族城堡遗址、
格萨尔磨刀石与格萨尔降妖除魔
时在石磨上留下的脚印等点位，并
观看了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表演。

考察期间，根据自身考察情
况，两个考察组还在玉树州、果洛
州、德格县汇合召开座谈会，与当
地格萨尔文化相关负责人进行交
流探讨。

据了解，“康巴之旅——找寻
格萨尔的足迹”深入贯彻了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和政府对
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格萨尔文
化的重视，此次深入康区寻访格萨
尔事迹是取长补短，是“学习取经
之旅”“正名清誉之旅”“合作共赢
之旅”，相互碰撞，共同进步,让这
朵开在中华民族百花园中的格萨
尔之花开得更加绚丽灿烂。

记者 兰色拉姆

“康巴之旅—找寻格萨尔
的足迹”活动圆满落幕

准大学生看过来入学如何“三不愁”

今年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有这些变化

随着高考录取进

入尾声，收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的准大学生们，

已开始筹备崭新的大

学生活。为了帮助即

将升入大学的贫困家

庭学生全面了解国家

资助政策，解决经济上

的后顾之忧，笔者近日

采访了四川省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负责人，解

读今年资助政策的亮

点和变化。

这位负责人表示，

本专科教育阶段是资

助政策最完善的学段，

实现了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三不愁”，即入学

前不用愁、入学时不用

愁、入学后不用愁。

◎范芮菱 江芸涵

“开挖掘机是怎么样的？”“你可以
教我们开挖掘机吗？”“开挖掘机是不是
特别帅？”连日来，道孚县甲宗镇兴岛科
村民戈洛家放假回来的22岁儿子泽让
花久成为了镇上的新星，原来这与他获
得了挖掘机特种作业操作证有关。

戈洛是泽让花久的母亲，因戈洛先
天性聋哑残疾，无劳动能力，又在学校
读书，家中十分贫困，一家人居住在危
房中，2014年戈洛一家通过精准识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办理残疾证、聘为
村上的保洁员、扶贫教育助学金、残疾

人低保和护理补助，纳入易地扶贫搬迁
享受住房安全等一系列帮扶举措让戈
洛一家的日子有了明显改观。

第一书记陈银全说，尽管戈洛家被
确定为建档立卡户，一系列帮扶举措只
是权宜之计且未能激发内生动力，如何
改变长期输血的现状，将输血变为造血
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除鼓励泽
让花久努力读书外，戈洛一家增收的问
题让第一书记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去年 6 月泽
让花久从四川省藏校毕业后暂时待业

在家，在征求本人意见后将其纳入镇上
的牧民劳务输出队，因其年轻文化基础
好，在与县就业局联系后，泽让花久踏
上了学习的路程，到乐山学习如何驾驶
挖掘机技术。

从简单的理论开始到拜师学习实
际操作，再到独立适应场地操作直至将
无数次的规范操作、每一个操作程序都
烂熟于心，经过三个月学习实践，泽让
花久考取了特种作业操作证，想想100
多天的付出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辛苦，却
在此刻看到了脱贫增收的曙光。

有了技术后，泽让花久不再为找工
作发愁，而且收入很高。“以前，在工地
上只能做一些搬运建筑材料等重体力
活，累且不说，收入也不高。现在不同
了，有了技术一个月的收入就抵过去两
三个月的收入，而且活路也好找，好多
地方争着要”。

在家庭收入提高的同时，泽让花久
更安心学习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都抱
着书本看，他说出去了才知道知识就是
力量，现在要趁着年轻多学习，增长本
领，自己的路才能越走越好。

残疾牧民成了挖掘机师傅
◎道孚县委中心报道组 张德禧

今年，针对大学本专科新生的利好消息
很多。早在3月，教育部会同四部门印发文
件，解决了军队院校招收无军籍地方大学生
资助问题，将军队招收无军籍地方大学生纳
入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及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笔
者，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扩大高
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工
作已经落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增加高职院校国家奖学金名额。从今
年起，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由5万
名增加到6万名，增加的1万个奖励名额全

部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高职院校学
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8000元。

扩大高职院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覆盖
面。从今年起，将高职院校国家励志奖学金
覆盖面提高 10%，即由目前的 3%提高到
3.3%，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5000元。

扩大高职院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提
高补助标准。从今年春季学期起，将高职院
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提高 10%，平均补助
标准从每生每年 3000 元提高到 3300 元。
同时，将同步提高普通本科学生国家助学
金补助标准。

“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省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说，家庭经济特别困
难的新生，还可以申请新生入学资助，获得
路费补助和短期生活费补助。

关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家庭经济
困难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预科生都可申请
办理，用于解决学费和住宿费，本专科学生
每生每年不超过8000元。在校期间的贷款
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当年的9月1日
起自付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基本利率执行。还款期限原则上按学制加
13年确定，最长不超过20年，学生可毕业3
年后开始还本。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年
7-9月可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办理。

新生入学资助，则按“省内院校录取新
生每人一次性补助500元、省外院校录取新
生每人一次性补助1000元”的标准，为省内
特别困难的全日制大学新生提供入学报到
的交通费和入学后短期生活费。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的大学新生，可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或就读高中学校申请。

据介绍，大学的新生报到现场都开通
了“绿色通道”，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
供养、孤儿、残疾或者其他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可以申请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
学手续。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笔
者，入学后，高校学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享
受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
金、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特别资助、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等

国家和省资助项目。
另外，还有学校资助和地方资助等

辅助措施。学校设立勤工助学、校内奖助
学金、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利用事业
收入提取的资助资金以及社会团体、企
事业单位和个人捐助资金实施校内资
助。一些市（州）、县（市、区）还设立了对
本专科学生的奖助项目，具体政策可向
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咨询。

●国家助学金。解决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的生活费，从 2019 年起，资助
标准从平均每生每年 3000 元
提高至平均每生每年3300 元，
具体分为三个档次。家庭经济
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
预科生，每年 9 月可向就读学
校申请。

●国家励志奖学金。按每
生每年5000元的标准和全日制
在校生 3%左右（从 2019 年起，
高 职 院 校 资 助 比 例 提 高 到
3.3%）的比例，奖励资助品学兼
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及
以上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符合
条件的本专科学生，每年9月向
就读学校申请，高校将获奖情
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国家奖学金。按每生每
年8000 元的标准，奖励表现特
别优秀的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
本专科学生。从2019年起，全国
每年奖励人数由5万名增加到
6 万名（其中高职院校学生由
0.5万名增加到1.5万名）。符合
条件的本专科学生每年9月向
就读学校申请，高校将获奖情
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同一学
年内，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
奖学金不能同时获得。

●校园地助学贷款。家庭
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和预科生，如果没有办理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到校后可申
请办理校园地助学贷款。贷款
用途、贷款标准、贷款年限和贴
息政策等，和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一致。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特别资助。对2016 年秋季学期
及以后新入学的四川户籍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全日制本专科学
生，按每生每年4000 元的标准
给予学费和生活费补助，直到
毕业。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9
月登录四川学生资助网申请。
同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日
制本专科学生全部纳入国家助
学金资助范围。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
家资助。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
役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在校期间
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
贷款，实施一次性补偿或代偿；
对退役后复（入）学的高校在校
生（含高校新生）减免学费。资
助标准每生每年不超过 8000
元。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9月向
就读学校申请。

●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对
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
通高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给予学费资助，每生每年不超
过8000 元。符合条件的学生每
年9月向就读学校申请。

●直招士官国家资助。对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全日制本专
科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
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施一
次性补偿或代偿。资助标准每
生每年不超过8000 元。符合条
件的学生每年9月向就读学校
申请。

●勤工助学。学校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设置和提供的
校内外项目及机会，帮助其利
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
法报酬，用于改善其学习和生
活条件。

新生入学后
九大资助项目解后顾之忧

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扩大、标准提高

入学前不用愁，可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入学后更不愁，各类奖助学金项目可申请

【相关链接】

8 月 2 日晚，在绕过一道道山
梁，穿过一片片草原后，“康巴之旅
——找寻格萨尔的足迹”寻访团到
达石渠县洛须镇，一个兼具“天下
粮仓”“青稞之乡”“石渠小江南”等
美誉的小镇，同时也是格萨尔王三
十员大将之一邓玛的故乡。近年
来，为“锻造”格萨尔文化旅游品
牌，洛须镇聚力“邓玛大将纪念馆”

“花园式藏餐厅”“邓玛宫廷酒吧”
等打造建设，经过多方努力，去年，
该镇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
建设。跟随寻访团的脚步，记者就
该镇格萨尔文化旅游品牌相关内
容进行了解。

头盔、长矛、弓箭有序摆放，
唐卡、塑像、经书一应俱全，这是
记者在洛须镇“邓玛纪念馆”看到
的一幕。据了解，“邓玛纪念馆”修
建于 2004 年，旨在通过展示邓玛
相关文物，“锻造”格萨尔文化旅
游品牌。馆内主要有文物展示厅、
唐卡艺术展示厅、传统民俗展示
厅、藏经阁、藏文化培训中心等。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馆内的邓
玛将军塑像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
大的邓玛塑像。

在纪念馆唐卡展示厅内，看
着不同流派的唐卡悬挂整齐，昌
都市格学专家江拥仁青激动地
说：“这些唐卡是藏文化的艺术珍
品，是研究藏地历史传承的珍贵
史料，是连接古今文明的纽带，其
价值远超于无数的金银财宝，我
们应当好好保护它们。”馆内展出
的传统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更
是让江拥仁青感叹再现了康巴藏
民的真实生活状态。

据“邓玛纪念馆”创建人昂翁
益巴介绍，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
内外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曾专
程来“邓玛纪念馆”考察，并对纪念
馆的馆藏给予了高度评价。

继续在“邓玛纪念馆”内欣赏，
一条藏毯闯入了记者视线。近看，
藏毯立体感强、色彩鲜艳、特色十
足，花卉、景物犹如浮雕。“这是纪
念馆的又一特色，藏毯图案内容丰
富，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收藏价
值和欣赏价值。随着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政策的落地实施，纪念馆
涉及了藏香、藏毯、青稞糌粑等手
工艺制作，让当地百姓有机会在家
门口挣钱。”昂翁益巴补充说。

除了“邓玛纪念馆”，“花园式
藏餐厅”和“邓玛宫廷酒吧”也是洛
须镇格萨尔文化旅游品牌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洛须镇深入推
进农业产业扶贫，培育和提升特色
扶贫支柱产业，拓宽贫困群众稳定
增收的重要渠道。

“花园式藏餐厅”和“邓玛宫廷
酒吧”位于龙溪卡村，距离洛须镇
两公里。据了解，二者主要内容为
走特色产业与扶贫开发互动发展
路子的思路，推动扶贫开发由“输
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努力把村
建设成为“经济发展、设施完善、环
境优美、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新
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探索路径，在积
累经验同时提升农业装备水平，促
进整村项目推进，提高群众收入，
带领贫困户脱贫奔康。

“依山傍水、空气清新、风景秀
丽”，这是许多人对洛须镇“星空
帐篷”酒店的第一印象。该酒店坐
落于洛须镇温托村依格沟草坝，是
洛须镇格萨尔文化旅游品牌的又
一亮点。据了解，酒店于今年 7 月
底建成并投入使用，属于村集体经
济扶贫产业项目。酒店共 10 套星
空房，每个房间独门独栋散落于山
林间，每当夜幕降临，酒店灯光开
启，便可享受到独特的星光璀璨。

在体验了“星空帐篷”酒店的
魅力后，绵阳籍人士谢跃激动地
说：“能在石渠工作是一种缘分，能
在‘星空帐篷’休息放松是一种享
受，在这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心
也静了下来。”

此外，酒店内还有 20 顶藏式
白帐篷，独具民族风格的茶几、藏
床一应俱全，每顶白帐篷可容纳
9-10人，是亲友聚会的好去处。

在了解完洛须镇格萨尔文化
旅游品牌相关内容后，记者就该品
牌下一步打算采访镇党委书记阿
松。阿松谈到，下一步，将在洛须镇
拉宫龙村打造“塘蕃小镇”，按照城
镇经济的发展变化、新农村建设规
划的需要，立足长远、因地制宜，聘
请专家教授对风情小镇进行高标
准、高品位的整体功能区划分规
划，将小镇划分出教育区、商业区、
生活休闲区。同时，为突显商贸功
能，将形成服装、餐饮、小商品等商
贸一条街，充分突显“小江南风情
小镇”的历史韵味、优势和特色。

洛须镇格萨尔文化
旅游品牌“锻造”记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

星空帐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