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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同 期 声

甘孜日报讯 见公路边堆
放着的大量钢材无人看管，两
男子起了歹心将钢材偷走，获
利2.66万元；而后，两人做贼心
虚，以 3.16 万元高价收回之前
变卖的钢材，又花了4800元的
运费将钢材拉回作案地点归
还。一来一去累得够呛，倒赔了
将近一万元不说，自投罗网被
刑拘。

10月27日，雅江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接到一公司员工报案
称：公司放置在麻郎措乡唐俄村
的数十根工字钢不见了，价值约
15 余万元，对方称最后一次见
到这批钢材已半月有余了。

接警后，刑警大队迅速成
立专案组开展案情分析和研
判。通过现场勘验和走访调查，
民警发现嫌疑人故意用土掩埋
现场，加上现场有大量作案痕
迹，推定作案人员不少于两名。
但由于案发现场位于偏远乡
村，加之无法确定作案时间，案
件一度陷入僵局。

就在专案民警一筹莫展

时，案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被盗物品从天而降，重现于
案发现场。专案民警再次对
案情进行综合研判，经过持
续十天的侦查工作，最终锁
定家群某和格某两人有重大
作案嫌疑，并立即上网追逃。
11 月 12 日，民警一举将两名
嫌疑人抓获归案。

据嫌疑人交代，事发当天
发现路边上摆放的工字钢无
人看管，于是起了偷盗之心，
设计周密的偷盗计划后，于 10
月 22 日晚实施盗窃，并连夜
将偷盗来的钢材运往雅安市
天全县废旧金属公司进行销
赃，获利 26600 元。而后，当两
人听说公安机关正在全力侦
查该案时做贼心虚，于是折回
雅安市天全县，以 31600 元价
格收回之前变卖的钢材，又花
了 4800 元的运费将钢材拉回
作案地点。目前，2 名犯罪嫌疑
人均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州公安局

顺手牵羊盗钢材
偷鸡不成反落网

甘孜日报讯 11 月 29 日，
为积极响应国家厕所革命号
召，加速智慧旅游、智慧城市公
厕建设，四川众联普惠科技有
限公司走进我州，在康定市情
歌广场进行智慧公厕宣传。

活动让“物联网+”智慧公
厕概念走入甘孜百姓视野。宣
讲现场，该公司的技术人员解
说了情歌广场已改建成功的智
慧厕所的使用方法，吸引了大
批群众驻足了解。

记者了解到，康定市改建
投入使用的两个智慧公厕是我
省首批建设的智慧公厕，分别

是情歌广场厕所和新市前街厕
所，将于近日投入使用。相较传
统公厕，智慧厕所具有智能导
厕、通风除臭、舒适安全、能耗
管理和远程数据应用等特点，
能利用智能化设备，实时检测
人流量变化，可在使用高峰期
对卫生间进行扩容。

对此，康定市“厕所革命”
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智慧厕所”为该市旅游景
区或人流量密集的公众场所的
公厕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
解决方案。

实习记者 朱俊霖

民 生 聚 焦

康定智慧公厕即将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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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 照征程
记白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充翁旦珠

庄严法庭，他高质
办案受赞誉；

虫草山上，他带病
救人于危难；

危急关头，他鏖战
金沙搏激流。

他就是白玉县人民
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充翁旦珠。

面对漫漫征程，充
翁旦珠的字典里只有

“前行”二字。而沿途他
所留下的，是汗水，是心
血，更是群众的好口碑。

法官的使命
就是审好每个案件

充翁旦珠当法官是“半路出家”。
1993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是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三年后转为公安干警，一干就是
十几年；2013 年 12 月，他调至白玉县人
民法院工作。充翁旦珠深知，没有高素质
的法官，就不可能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审
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学起，谈何容易？
除了正常工作之外，他经常自行加班，利
用休息时间学习法律专业知识，经常与
审判一线的同事们讨论审判实务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充翁旦珠的审判业务
水平很快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已是白
玉县法院双语审判的“排头兵”。

2018 年 8 月，白玉县麻绒乡麻绒村
被告人泽某涉嫌犯盗伐林木罪案起诉至
白玉县法院。该案同时也是全州首例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未审之前就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充翁旦珠是此案的审判长。他深知
此案的审判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特殊而
重要的意义。他对助理说：“这是我州以
公益诉讼形式进行生态保护的‘第一
枪’，我们要努力实现‘审好一案，教育一
片’，让群众真正认识到此类违法犯罪的
危害……”那段时间，充翁旦珠同合议庭
其他成员一起反复阅读卷宗，详细分析
每一个证据，核实每一个细节，办公室的
灯总是到深夜才熄灭。

庭 审 当 天 ，旁 听 席 上 座 无 虚 席 ，
22121 人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观看全程
庭审直播。面对众多关注的目光，审判长
充翁旦珠严格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进
行，整个庭审有条不紊、有理有据，最后
当庭判决：被告人泽某犯盗伐林木罪，处
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同
时，支持了检察机关提起的全部公益诉
讼请求。当法槌落下那一刻，被告人泽某

表示服判息诉，将按照判决主动恢复由
其盗伐行为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承担管
护责任。旁听的代表委员和群众纷纷竖
起大拇指为法庭的公正判决点赞。

在基层一线，充翁旦珠作为一名藏
族法官优势尽显。许多年轻的汉族法官
在办理涉藏族群众案件时，都会请热心
的充翁旦珠来帮忙，当翻译、帮调解。用
接地气的本地话，结合藏族传统文化及
谚语小故事宣讲，群众的每一次掌声里
都倾注着充翁旦珠无数的心血，因为法
治宣讲工作出色，充翁旦珠荣获全县法
治宣讲标兵。

群众需要时
我们就该伸出援手

今年6月5日傍晚，跟以往每年虫草
采挖季一样，充翁旦珠带着工作组驻扎
在海拔4300米的拉日科虫草山。由于高
寒缺氧，充翁旦珠的偏头痛又犯了，疼得
直冒冷汗。同行的同志劝他下山休整 2
天，他拒绝了：“山上上千人挖虫草，稍不
注意就会发生纠纷。作为组长，我得留
下。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话音未落，一名采挖虫草的老乡气
喘吁吁地冲进工作组帐篷：“阿哥，背崩
牧场70岁的桑多高血压犯了，水米不进，
躺在床上快不行了，他们家里人全都不
在，只有靠你们了，快上山看看吧。”

人命关天，充翁旦珠一听，忍着疼痛
边走边说：“走，你带路吧，我们马上到牧
场去。”当即便招呼身边干警召集驻山工
作组成员开会，备齐医疗设备、马匹和担
架，立刻往海拔更高的背崩牧场赶。

路途30多公里，光4800米以上的山梁
就要翻4座，不通公路，全靠骑马。大家劝他：

“你自己都病着，我们去就行了。”他边吃药
边说：“我是组长，我不去谁去。况且你们不

熟悉路，又是年轻娃娃些，我不放心……”
屋漏偏遇连天雨。刚走出 200 米开

始飘雪，天气异常寒冷。就这样在风雪中
一路劳顿，半夜3点，马队终于到了背崩
牧场桑多家。随队医生当即对老人进行
了检查，给予服药。当夜，充翁旦珠守着
老人，生怕病情反复。

第二天，桑多老人身体状况已无大
碍，大家这才准备返程。临行前，老人拉
住充翁旦珠的手，热泪盈眶，不住地说：

“噶真切（藏语意为感谢）”。
过了两天，充翁旦珠与驻山干警们

正在帐篷里吃午饭，一名年轻的藏族汉
子手捧哈达，拿着牦牛肉和酥油走进来，
为大家献上哈达，抱着充翁旦珠连声道
谢。“以后可千万要注意，别把老父亲一
个人留在家里了……”充翁旦珠语重心
长地叮嘱道。

风雪身影的前方有群众的呼唤，
长途奔袭心之所系的是群众安危。充
翁旦珠的双手屡次在危急关头迸发出
钢铁之力。

身处险情中
我们当与时间赛跑

山体滑落，堰塞成湖；金沙断道，危

情紧急。

2018 年 10 月 11 日，白玉县与西藏

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交界处发生山体滑

坡，形成长达 1500 米的堰塞体，阻断金

沙江干流形成堰塞湖，灾害威胁到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险情就是命令，在上级有关部门的

统一部署指挥下，白玉县法院成立应急

抢险分队，充翁旦珠同干警们一起及时

前往受灾的绒盖乡协塘村，运送物资、

搭建帐篷，第一时间转移安置群众、第

一时间做好救助安抚、第一时间开展应
急保障。

2018年11月3日，白格堰塞湖出现
二次垮塌，造成金沙江再次断流，新一轮
抢险救灾再次展开。11月6日下午7点，
白玉县法院接到紧急命令：通往堰塞湖
的某山顶路段因前一天大雪，路面大面
积结冰，物资无法运送进去，需要迅速打
通。充翁旦珠主动提出带领法院应急抢
险队前往，开始急行军。到达抢险路段
时，已是夜晚10点，气温低寒。充翁旦珠
对队员们说：“同志们，这个时候，是考验
我们党性的时候，也是群众最需要我们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完成组织交给我们
的任务！”

充翁旦珠率先挥动铁锹行动起来，
大家哆嗦着喊起口号，冻得通红的双手
握住冰块一样的锹柄，向着坚冰猛砸狠
铲。经过近一夜的奋战，道路顺利通行，
这时候大家才看到充翁旦珠手上有一
个长达三寸的伤口，鲜血在上面已经凝
结成痂。

家人们总说“充翁旦珠忙审案、忙维
稳、忙宣讲,一年四季没闲过……”辛勤
付出的背后成绩斐然。据同事不完全统
计，近3年，充翁旦珠年均参加驻山、驻乡
维稳50余天；年均进村入户开展帮扶工
作近50次，为群众解决难题30余件；年
均参加法治宣传3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
6000 余人次。2016 年他被评为“白玉县
综合整治工作先进个人”，2017年、2018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白玉县优秀宣讲
员”，2018年被白玉县人民法院评为年度

“优秀法官”，2019年被,州法院评为润育
工程“先进个人”。

“基层法官工作千头万绪，但意义
重大。”前行路上有他坚毅的身影，更
有他心中最深的牵挂和最大的欣慰，

“我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我把一颗
真心交给群众，群众还给我的是很多
颗真心。”

时代奋斗者 法治追梦人

路上的电光

闪耀在扶贫

甘孜州精准扶贫纪实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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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文学连载

◎胡庆和

（上接11月18日第五版）
见贡布大爷打开了话匣子，65岁的翁

登大爷，伸出右手大拇指，先说了一句“亚
么热”，然后接过贡布大爷的话说：“共产
党好！政府好啊！国网公司好啊！给我们送
来了‘长明灯’，不但解决了我们日常的照
明用电、取暖用电，而且现在这个电好像
怎么用都用不完。当电接通我们村后，我
给家里购置了打茶机、电视机。今年我还
买了更多的家电，买了电冰箱、电饭锅、电
磁炉，特别是电饭锅特别好用，把大米放
进去自己就煮成大米饭了，像是变魔术一
样。自从有了这个‘怎么也用不完的电’以
后，我们上山砍柴、拾牛粪的次数越来越
少了，不需要那么劳累。最近我老婆又到
巴塘县城里买了一个烙饼子的电锅，整天
在家里研究怎么烙饼子呢！”说到这里，翁
登大爷哈哈地笑了起来。

波密乡 2013 年才通公路，有四个行
政村，全乡有2200多人。无电地区电力工
程投入运行后，全乡真正告别了用电难的
历史。特别是格木村，过去一直没有通电，
只有几户条件比较好的人家自己购买了
太阳能蓄电池，供自己家照明用。通电那
天，格木村村民的欢呼声响彻山谷。村民
们还拿出一碗碗醇厚的酸奶让穿着工装
的电力人品尝，而且很自豪的指着电动的
牛奶分离机，告诉电力人这是“高科技”做

出来的酸奶。
村民们说：“通电给我们带来的福

利不仅仅是这些，通电是我们的‘第二
次解放’！”

通电后的生活变迁就在一夜间，高高
垒砌的酥油灯台和老奶奶眯缝着眼不断
挑长灯芯的情景已经成为历史。而变化则
是历史必然。

波密乡的松茸老板刀杰的“生意经”
让人耳目一新。

位于海拔 5200 米的扎瓦雪山脚下，
这个被雪山环抱、与森林相邻的波密乡地
处大山深处，山路崎岖难行，自然条件恶
劣。正是这种独特环境，造就了大自然的
独特礼物——松茸。

松茸是一种纯天然的珍稀名贵食用
菌类，被誉为“菌中之王”是世界上最珍贵
的天然药用菌类。在日本被奉为“神菌”。
据有关资料载，松茸在日本是一种奢侈
品，价格奇高，每吨松茸的价格高达1600
万日元，是香菇的18倍，每朵新鲜松茸能
卖到10美元。

自《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以来，松茸
这种常年出口日本、韩国的珍贵食材，
受到国内外消费者喜爱。在杭州举行的
G20 高峰论坛和多次国宴上，松茸成为
必选食材。

因为有了电，这个贫困乡的松茸保存

起来变得容易许多。虽然还没到出产松茸
最佳季节，但是从事松茸加工、贩卖生意
的刀吉却是忙得不亦乐乎。“去年松茸产
量高，我的冻库里存了不少货，今年松茸
产季又要到了，我得赶紧把这批货发出
去。”刀吉说。

2017 年 4 月 21 日，巴塘县供电公司
员工按照电力扶贫工作计划到波密乡检
查安全用电情况。这次，他们驱车百多公
里从县城来到了刀吉家。

检查组人员桑珠热心地问：“刀老板，
你家冻库最近用电怎么样？”

“没问题没问题，好得很，谢谢你们经
常来帮我检查，这冻库要是一天没有电，
里面的松茸肯定就全坏了，我的经济损失
就大了。”刀吉指着冻库说。

刀吉是土生土长的波密人，从事松茸
生意十几年了，近些年生意越来越好，便
萌生了要建冻库保存松茸的想法。他找了
几个合伙人，一起将冻库建了起来，可建
起来就傻眼了。原来，乡上的小水电站发
的电，电压不稳，经常停电，达不到冻库的
要求，根本无法制冷。迫于无奈，刀吉跟合
伙人又筹款买了一台发电机，这才勉强让
冻库运转起来。

电网建设完成后，波密乡接入了大电
网，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

（未完待续)

◎徐继珂 徐珑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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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昨晚收工的
时候，已经开始下小雪了，以为
不会积雪，今早出工就没带防滑
链，结果车在新城州法院附近打
滑了，堵了一个多小时。”出租车
司机汪伟告诉记者。12月2日早
晨，康定市全城银装素裹，气温
骤降至-5℃，给广大市民的出
行带来不便。相关部门积极出
动，联合疏堵保畅。

记者从州交警支队了解
到，受连续降温降雪影响，州交
警支队与康定市交警大队联合
值守，采取应急响应措施，通过
远端分流进行管控，在康定城
区、二台子、折多塘、木雅圣地
等地设置交通管制点。在冰雪
路段协同交通部门铺洒防滑
沙、融雪盐，并全天候进行巡逻
管控，及时出动指挥，全力疏堵
保畅保平安。

据悉，州气象局已发布道路
结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月3
日至4日晚，州内大部地区有小
到中雪（雨），个别地区有大雪，
折多山、鸡丑山、松林口、高尔寺
山等高海拔地区有大雪；日平均
气温累计下降3～5℃。

康定市交警大队钱伟说：

“因降雪天气对交通影响较大，
队上及时召开了相关会议，针
对道路积雪路滑问题，采取相
应措施，加大管控力度。会上决
定补充采购8吨融雪盐，保障整
个冰雪季的使用。全局工作人
员将持续出动，最大限度保障
广大市民出行安全。”

温馨提醒

行人

1.选择防滑性好的鞋子。
2.出行时尽量减少疾走或

奔跑。
3.不要在路上打闹。

行车

1.尽量更换雪地轮胎，携带
防滑链。

2.及时更换防冻液。
3.尽量保持直线行走，不要

频繁换道；有车辙处最好沿车
辙行驶，没有车辙处要注意周
围参照物。

4.转弯时采取降速、转大弯
的策略。
见习记者 洛绒尼玛 白玛央忠

降温又降雪
出行需谨慎

甘孜日报讯 近日，首届
“神韵号子·唱响南溪”号子音
乐节系列展演活动在宜宾市南
溪区举行，州文化馆选送的雅
江县文化馆原生态弹唱作品

《夏卓固洞》荣获原生态类三等
奖，选送的雅江县文化馆原生
态弹唱作品《竹卓玛》荣获原生
态类优秀奖，州文化馆洛绒尼
美作曲、道孚县文化馆康扎洛
作词、泸定县文化馆泽周演唱
的《想念卓玛》荣获新创作类优
秀奖。

据了解，此次展演活动由
省文化馆、省群众文化学会、宜
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政府主办，
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及区

（县）文化机构的25支代表队的
近百位“号子”演唱者们参加本
次展演活动。当日晚，《竹卓玛》

《想念卓玛》参加了颁奖仪式及
优秀节目惠民展演活动，为现
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美绝伦的
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我州作品获首届
号子音乐节奖项

消 息 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