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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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1月9日第五版）
放心电”不仅仅是驱散了黑暗、点亮了

光明，同时也点亮了禾尼乡冷戈村村民对生
活的希望。禾尼乡冷戈村村民青海一家是该
村的贫困户，青海和妻子供养着一位老母亲
和 6 个儿女，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每年虫草季
节一家老小上山挖虫草，前年家里盖起了新
房，为了盖新房，青海在借了不少的钱。去年
为了还钱，青海变卖了家里所有的牦牛。卖
了牛，家里除了有一栋新房，变得一无所有。
禾尼乡冷戈村通电后，看见别人家里都置办
了很多家电，倔强的青海用生活结余下的钱
购买了电视和冰柜。青海说：“再苦也不能苦
家人，以前肉放不到几天就会长虫，所以冬
天我们都会把牛肉作成风干肉以供夏天食
用，可是到了夏天风干肉都会变味，在夏天
家人几乎没有吃过新鲜肉，对身体特别不
好！现在通电了，家里购买了冰柜，把肉放在
冰柜里随时拿出来吃都像刚宰杀的一样新
鲜。我还买了一台电视机，可以丰富老年人
和孩子们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能在电视节
目里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学到赚钱的本领。
相信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孩子们的未来
会越来越好。”

此时已近正午，我们来到禾尼乡中心小
学，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朗朗书声。谈起“点亮
藏区”，副校长覃纯智满脸的感激，他说：“我
们这个学校虽说只有 30 多名学生，但因为
是全寄宿制学校，管理难度比较大。在没有
通电之前，学校用的是一位爱心人士赠送的
太阳能发电板。发电板拿到太阳下晒一整
天，到晚上天黑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拿出来
用，也最多只能用到夜间 11 点左右，教师们
还要批改作业、写教案，真的是苦了大家。遇
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只有在黑暗中度过。
这么多年来，教师们还是熬过来了。可是这
对孩子们来讲就太困难了，晚上只能在蜡烛
下做作业，学校连个冰柜、消毒柜什么的都
没有，最害怕的就是孩子们的饮食安全。现
在禾尼乡通电后，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学
校教室、宿舍、食堂都有通了电，还购买了电
视、冰柜、电脑等家电，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都得到了很大保障。学生还可以通过老师的
辅导在网络上进行远程教育的观看，大大提
升了教学质量。”

通电不仅让禾尼乡 600 户村民受益，而
且乡里的卫生院、学校等公共场所的正常运
转也得到了保障。以前没有电，卫生院各种医
疗设备都没办法使用，现在很多设备都可以
用上，农牧民看病不需要跑到县城了。此外禾
尼乡在通电后还建起了牧民活动室，每次过
年过节，乡上的牧民都会前往活动室载歌载
舞一直到天明，大大提升了当地牧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水平。

如今，在理塘县禾尼乡，一座座铁塔在群
山中静静矗立，一根根银线将曾经的无电乡
与繁华的城市紧紧相连，乡亲们靠着柴油发
电机供电、烧牛粪取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幸
福生活让村民们从心里笑出了声。

禾尼乡几个村子的牧民们早就在羡慕所
波的接待站那么能赚钱，他们凑在一起商议，
在国道 318 线边上，大伙集资修一个宾馆一
样的大接待站，还要把山上的温泉引下来，修
建一个温泉浴场。禾尼的牧民，眼光不再是只
盯着放牧牛羊了，他们也看到了发展旅游接
待是一条可以脱贫致富的门路。

还是那片绿草地，可是牧场已经悄然发
生了变化，而且变化来得这样快。这一切，都
源于牧场上的人们用上了可靠保障的电源。

禾尼乡的变迁告诉人们一个客观事实：
真正的脱贫，不仅仅是贫困之地经济生活的
改变，还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素养的提高，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关乎教育医疗环
境体系的完善。

精准扶贫不是纸上谈兵，还在于耕耘奋斗。
禾尼乡的变迁，电力功不可没！

五、为亚丁添彩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
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要求，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精
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要坚持因
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
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
靶向治疗。

稻城，一方充满活力的热土。
亚丁，一个魂思梦想的圣地。
传说在青藏高原的某处有一个神秘的地

方,那里可以让人追回失落的感伤，能够让人
唤发生命的激情，她就是神秘美丽的香格里
拉。她存在于人们的精神和想象里，却一直燥
动在人们的内心。

（未完待续）

甘孜日报讯 1月6日，我州普降大雪，
海拔 4300 米的折多山警务站被风雪包
围。州公安局“红色文艺小分队”冒雪前
行，首站到达折多山交通管理警务站开展
慰问演出。

屋外风雪交加，屋内歌声缭绕。队员
们以唱红歌、跳舞等多种表演形式，为折
多山交通管理警务站的战友们送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精神食粮大餐，还送去了苹
果等慰问品。文艺小分队的到来，让全国
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王洛让为代表的常年
坚守折多山的战友们，感受到了组织的温
情，也更他们激发出在风雪中继续为民坚
守的信心和士气。

据悉，为给基层一线民警送去关心关
爱，展示州公安局党委对基层公安机关特
别是偏远基层民警的关心关怀，努力营造
健康向上的警营文化氛围，州公安局文联
于2020年1月6日开始组织文艺小分队，
远赴炉霍、甘孜、新龙、石渠、德格、巴塘等
县开展节前慰问演出活动。

见习记者 丁瑶

州公安局
慰问演出送基层

甘孜日报讯 近日，白玉县各乡陆续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省内爱心组织无私捐
赠，把温暖送到了白玉困难群众的心中。

1月4日至6日，章都乡组织干部深入
10 个行政村开展了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暨
居家养老物资发放活动，发放了粮油、棉
衣、棉被等生活物资，为老人送去了问候
与祝福。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老人们的身
体状况和生产生活情况，嘱咐他们要注意
保暖和出行安全。困难群众和老人也纷纷
表示，党和政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也
非常感恩党委政府对他们的牵挂和帮扶，
在将来的生活中，他们也会充满信心，努
力改善生活面貌。

1 月 9 日至 12 日，带着对牧民群众的
关心和祝福，纳塔乡工作人员组成慰问
团，前往该乡六个行政村的牧民定居点，
开展了2020年元旦、春节暨藏历新年“三
大节日”走访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送到了牧民的心坎上。在各村活动室，
乡干部们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子
女就学等情况，向村民们宣传了党的各项
优惠政策，认真听取了牧民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并反复嘱他们在春节期间注意用
火、用电、出行安全，还为村民们发放了价
值 6.8 万元的慰问品。金都村西戈老人竖
起拇指连连称赞：“我今年快80岁了，一辈
子酸甜苦辣都经历过，现在的生活真的非
常幸福，我们很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情暖冬日，民进成都市委会、望子成
龙教育集团为白玉县金沙乡、沙马乡和麻
邛乡三个乡镇的困难家庭小学生捐赠了
价值16万元的810件棉服，其爱心行动让
困难家庭儿童在寒冷冬天感受到了温暖。
据悉，这批棉服不仅采用了保暖性较好
的，并在棉服前胸及后备加贴了反光条，
为学生夜间出行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保障
作用。目前，800余件棉服已经全部打包完
毕，将尽快送到孩子们手中。

县融媒体中心 其麦拉姆 文/图

白玉县
新年慰问暖人心

甘孜日报讯 寒冬抵不住浓浓暖意，
慰问送去殷殷真情。近日，康定市领导干
部走进金汤镇、姑咱镇等地，为干部群众
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开展了

“走基层、送温暖”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州市全委会精神及
党的系列惠民政策与基层群众生活相结
合，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群众工作全覆
盖相结合，与开展关心关爱特殊困难群众，
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相结合，切实将各
级党委、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心坎上。通过宣讲、传统春联现场写、
拍摄全家福、文艺舞蹈、快板说唱、诗歌朗
诵，送法律、医疗、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的
活动，吸引了近千余名群众积极参加。

同时，慰问了孔玉乡、三合乡、捧搭乡、
时济乡等七个乡镇的三老干部、特殊困难
群众、贫困离任村干部、贫困党员、返乡农
民工代表等82人，发放了价值近七万元的
慰问物资，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过冬实际
困难，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祥和的春节。

市融媒体中心 周燕

康定市
走访基层送温暖

甘孜日报讯 “从去年3月至今，我们都在
紧张的排练与筹备中，这次演出，邀请的演出
嘉宾与节目的编排方式都不同以往，半年来的
辛苦付出，为的就是能给所有观众呈现一场真
正的视觉盛宴！”2020年金鼠新春团拜会导演
尼扎介绍说。

1 月 12 日下午，由州委、州政府主办的
2020年金鼠新春团拜会在州民族体育馆紧张
有序地彩排着。在现场，记者看到，舞台搭建篮
球场中央，虽然还有很多小部件还没有安装，
但从目前的框架结构可以看出，此次舞台风格
独特、别致新颖，相信加上演出当天的舞美会
更加漂亮炫酷。

据悉，晚会由 16 个节目组成，分为 5 个篇
章，以舞蹈、器乐演奏、表演唱、服饰走秀等形
式呈现，时长为70分钟，参演人数达260人，将
现代的声光电等科技元素与体育馆空间完美
结合。在舞美设计上，打破了常规舞台“一堵
墙”的布局，以加强观众的互动性、参与性。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不仅邀请了5位
著名的藏族歌手，还有成员均为农牧民子女，
定向培养的平均年龄仅12岁的州歌舞团幼功
班，这是幼功班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大型
演出活动。带队老师刘春梅说：“为了能在这次
新春团拜会上精彩亮相，孩子们长期刻苦训
练，希望能为全州人民献上一场满意的演出。”

见习记者 白玛央忠 文/图

工作地偏远，工作又繁重，丁卫东一年
少有回家，对家人，他既有思念也有愧疚。
两个孩子都是妻子在照顾，大孩子今年15
岁了，在泸定上学，小儿子则跟着妻子在乡
城县城生活。小儿子天天打电话问他什么
时候回家，他都是连哄带骗地告诉儿子：

“爸爸这段时间太忙，忙过了就回来了。”妻
子没有工作，家里的开支全靠丁卫东的收
入。妻子说：“为了养好路，我和他总是聚少
离多，家里很多事他都顾不上，可养路工作

时他热爱的事业，作为家人，我们只能义无
反顾地支持。”

丁卫东的舅舅没有儿女，他主动将舅舅
接到工作的地方照顾了16年之久，直到舅
舅离世。舅舅走后，他只请了两天假就回到
了工作岗位。丁卫东的母亲今年86岁了，他
不能侍奉在母亲左右，甚至母亲做直肠癌手
术的时候，他都没能陪伴在侧。丁卫东说：

“我觉得我愧对80多岁的老母亲，只得麻烦
姐姐和侄女照顾，母亲不仅没有半句怨言，

还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每次打电话都叮嘱我
不要分心，在工作上要多照顾女同志。”说完
这几句话，丁卫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季节，清晨，他们顶
着刺骨的寒风出发，晚间，他们沾着满身的
霜露回家。“丁卫东们”一丝不苟地坚守在
道路一线，在冰天雪地之间挥舞着铁锹，在
平凡的岗位上演奏出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他们橘红色的工作服照亮了宽广雪域的通
途大道。

冰冷雨雪里，风吹日晒下，在乡城县公路分局黑达管理站管辖范围内，总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管理站站长丁卫

东，一名普普通通的养路人。

1996年，还是年轻小伙的他，选择成为一名养路人，这一干就是23年。多年来，丁卫东把管理站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高海

拔作业，他踏实肯干，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先后获得了“先进个人”“十佳养护工”“优秀共产党员”等十余项个人荣誉。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丁瑶/文 记者 张兵/图

■在平凡中坚守
第一次见到丁卫东，身材高大、皮肤黝

黑的他正带着几名工人清理油路旁的边
沟。“你这个方法不对，应该这样……”丁卫
东接过同事手里的工具，边说边给同事示
范。在他旁边站了十多分钟后，丁卫东才停
下手里的活，接连着说了好几个“不好意
思”。“我们有个工人是新来的，刚刚我在给
他讲最省力的办法，让你们久等了。”

清路障、保路洁、修路肩、灌裂缝、补坑
槽、清边沟……这么多年来，丁卫东怀着对
公路事业的一腔热情，在工作上像老黄牛
一样任劳任怨，不管在哪里，脏活、累活都

抢着干，一直坚守在养护一线。他说：“坚守
在养护一线虽然辛苦，但再苦的工作也要
有人去做。”每天 8 个多小时的工作，23 年
的坚持，从丁卫东嘴里说出来，就是一句平
淡的“我已经习惯了”。

工作的23年里，就有17年在海拔4000
多米的垭口作业。每年十一月不到，道路就
开始出现霜冻，长达四个月左右的结冰期，
让大部分路段上的边坡冻胀风化严重。每
天，他都要早早上路，巡查路况，清扫落叶、
边沟，疏通涵洞，清理塌方落石，确保道路畅
通，附属设施完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

复着同样单调的工作，他从不厌烦。
去年4月开始，他们接养了36公里的亚

赤路，工作量特别大，遗留问题也多，仅入口
涵洞就有760方。八个月里清理、清运白色垃
圾20多吨，清理边沟7万多米，清理178立方
米的零星塌方。高原的雨季持续性久，一次次
暴雨过后，他们养护的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
塌方。“很不容易，经常是刚刚把前面的碎石
清理完，后面又哗啦啦地滑下来了，甚至有时
会突然有大块的石头滚落下来砸到我们面
前，真的是心惊肉跳啊！虽说平时有周末，但
我们基本没有休息过。”丁卫东说。

■在奉献中传递温暖
直到现在，丁卫东仍然清晰地记得在大

雪山值班的那个晚上，天特别地冷，那会儿
他正在吃饭，一名游客跑来站里寻求帮助：
游客的车子坏在了路上，游客人生地不熟，
又饿又冻、惊恐不安，几近崩溃。丁卫东上前
不断安抚游客，邀请游客去道班站住下吃点
东西，还提出帮忙守车。第二天一早，丁卫东
帮着拦车请求救援。临行前，游客拉着丁卫
东的手，一直说着感谢的话。丁卫东腼腆地
笑着直说：“应该的，应该的……”

23年里，这样暖心的故事不胜枚举。丁

卫东在然乌站当站长的时候，有一位云南
的游客因为不熟悉路况，驾车冲出了围栏，
司机当场昏迷。丁卫东见状，立即和同事将
其救出，并拨打了112；替司机做了简单的
止血包扎后，护送该司机到县上的医院进
行治疗。他说：“在道班工作久了，遇到过很
多危急的事情，我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
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黑达站管养的公路长达36公里，职工超
过20人，光是女同志就有8人。一位90后女
同事从小被娇惯养大，刚来的时候，不熟悉工

作又怕苦怕累，总想偷懒，丁卫东就像爸爸一
样关心她、教导她。“对我来说，他既是慈父，
又是严父。考虑到女同志的实际情况，他会酌
情给我们安排低海拔的轻巧一点的工作，但
是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当天的工作必须当天
完成。”她说，他们既爱他，又怕他。

冯俊和丁卫东搭档了快十年，他说：“老
丁是一个耿直人，会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
作经验无私地分享给身边的人，在他的指导
下，职工的技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每年技
能大赛，我们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在坚守中奉献

记者提前探班“剧透”新春团拜会

记乡城县公路分局黑达管理站站长丁卫东

图
为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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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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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路
面
。

图为2020年金鼠新春团拜会彩排现场。

图为纳塔乡干部为牧民送上慰问品。

◎胡庆和

雪域天路上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