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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4月13日，记者从
德格县文广旅局获悉，按照有关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该县实施精准防
控、重点防控，于当日恢复开放德格
印经院。

为做到防疫、防火、复工同步
抓，给广大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有
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该院在
游客中心、验证验票、休息区等处设
置 1 米安全线，减少人员近距离接
触和排队聚集。同时，该院严控人员
聚集，提倡散式游览，针对 10 人以
上的游客团，将严格按照分时段、间
隔性入院。此外，该院还配备防控物
资，加强员工防护，严抓公共区域消
毒工作，每日至少全面消毒2次。

游客进入印经院景区需提前申

领健康码，主动出示身份证及健康
码，并佩戴口罩，在体温测量合格
后才能入院。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综
合研判实际，该院推出三大优惠政
策：一是自恢复运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所有医务人员凭证
件免费参观游览；二是阶段性优惠
A：截止5月12日前，所有游客全部
实行半价；三是阶段性优惠B：截止
5 月 12 日前，所有讲解员服务全部
实行半价。

据了解，德格印经院始建于
1729年，坐落于德格县更庆镇文化
街，素有“藏文化大百科全书”“藏族
地区璀璨的文化明珠”“雪山下的宝
库”等美誉。

记者 兰色拉姆

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全民敬老爱
老孝老意识，4月11日，白玉县热加
乡以“党在我心中，我在群众中，党
员义工在行动”为主题，组织乡机关
党员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卫生院医护人员来到藏东村特困老
人角呷家中，开展党员义工日志愿
服务活动。

“今年 74 岁高龄的角呷老人，
膝下无儿无女，没有劳动力，年迈的
她行动不便，平时家里也很少整理，
整个房间显得较为脏乱。”藏东村驻
村干部说：“我们在走村入户大走访
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回到乡上及
时向领导做了汇报。今天，乡领导带
领乡机关全体党员到角呷老人家
里，对所有房间及房屋周边进行环
境卫生清理，为老人日常生活创造
一个舒适的环境。”

活动期间，党员志愿者们与角呷
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老人的生活

状况和困难诉求，并向老人宣传讲解
各项惠农惠民政策，为老人发大米、
清油、衣服等生活物资。

党员志愿者们不畏脏乱，干劲十
足，有的手持扫帚、拖把、抹布等工
具，清理室内外垃圾，把家中生活物
品进行了整理，引导老人要养成文明
健康的生活习惯；并为老人洗头，给
她换上了新衣服和新棉被，让老人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谢谢你们了！我虽然没有子
女，但是有了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
关怀，我感到十分的欣慰……”角呷
老人高兴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 白玉县各级
党组织以及群团组织、志愿者队伍
等通过各种形式，深入社区、乡村开
展党员义工日和志愿服务活动，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关心关爱和
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乡村和社区文
明建设，增进了干群之间的联系。
白玉县融媒体中心 徐平波 多吉加称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甘
孜调查队调查显示：3月份，我州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6.9%，涨幅较上月收窄 0.5 个百分
点,较全国、全省分别高出 2.6 和
1.2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在全省 21
个市（州）中列第 3 位。环比下降
0.6%，跌幅较全省低1.2个百分点。

3 月份，环比价格变化的主要
特点有：一是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
退，交通运输基本恢复，猪肉供应趋
于稳定，市场逐渐向好，价格较2月
份疫情期间有所回落；二是目前鲜

菜货源较为稳定充足，鲜菜涨幅持
续收窄，价格环比基本持平；三是本
地市场禁止活禽宰杀，鸡鸭运输处
理成本增加，导致3月份白条鸡鸭
价格小幅上涨；四是由于市场竞争
本地监测点农贸市场淡水鱼进价下
调，导致监测点淡水鱼售价在月中
下旬明显下滑；五是受疫情影响，监
测点服装店陆续开门营业，之前积
存的冬装通过折扣促销方式加快清
仓，导致冬装价格环比出现小幅下
降；六是受疫情影响，3月份的汽柴
油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调。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甘
孜调查队调查显示:随着疫情影响
逐步消退，交通运输逐步恢复，供应
趋于稳定，3月份，我州肉类价格回
落趋势渐显。一是随着疫情影响渐
退，猪肉市场逐步向好，加之监测点
超市通过下调部分猪肉价格以此来
刺激消费，导致本月猪肉价格环比

由涨转跌，3月环比下降3.4%；二是
牛肉价格环比下降6.4%。其原因是
本月牛肉摊位开始逐步恢复营业，
价格回落至与节前水平相当；三是
监测点本地农贸市场淡水鱼供货商
之间市场竞争加剧，短时间内淡水
鱼进价迅速下降，导致淡水鱼价格
环比下降13.7%。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
甘孜调查队调查显示:随着疫情
影响渐退，交通恢复，鲜菜货源供
应较为稳定充足，农贸市场摊位
数量增加，鲜菜价格涨幅继续收
窄。3 月份，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较2月收窄2.6个百分
点。在监测的25种鲜菜规格品中
12涨4平9降。上涨的鲜菜中，涨

幅 最 高 的 是 大 白 菜 ，涨 幅 为
20.84%；其他涨幅靠前的鲜菜有
藕（7.69%）、四季豆（6.85%）、胡萝
卜（6.67%）、大蒜（6.48%）；降幅最
大的是蒜苗，降幅为15%，其他降
幅 靠 前 的 有 茄 子（9.52%）、藕

（8.75%）、芹 菜（8.16%）、韭 菜
（8.07%）。

甘孜调查队

“我是1973年随父母到的石渠，
那时候我14岁，石渠只有一条街，当
时最好的房子是商业局的一层楼的
土木结构的房子。”文晓军回忆，那
时候的石渠县城面积只有不到一平
方公里，“叫啥县城哟，说得不好听
点，还没现在一个村子大。”

“刚到石渠的时候，不要说搞建
设，连吃饭都困难，用水用电根本都
得不到保障。吃水就在河里打，也不
管干净不干净；后来挖了井，也是浅
表水，污染非常大，尽是牛屎马屎味，
大家吃了常生病。那个时候用电全靠
发电机，县城配有两三个调压机，每
天下午七点到十点才有电。到了冬天
就难受了，保暖不能保证，冷得大家
直跳。”说起过往，文晓军唏嘘不已。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历经艰苦
岁月，石渠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石渠变化更是天翻地覆。

置身于发展洪流中的文晓军由
于一次偶然的机遇与摄影结缘。“说
起我爱上摄影，那是一个偶然的机
遇。我的第一张照片拍的是石渠白
菌，拍摄时间是1998年7月份。那时
我是县企业局局长，就想着把石渠土
特产、中药材怎样卖出去给老百姓增
加收入。要卖东西就得做宣传册，我
就借了朋友一个珠江相机来拍石渠
的白菌、人参果、虫草、雪莲花，把照
片用来制作包装和宣传单。由于有实
物照片，宣传效果很好，这让我认识
到摄影的重要性，就这样，我爱上了
摄影。”文晓军说最初接触摄影是工
作需要，“没想到这工作需要成就了
相伴一生的业余爱好。”

文晓军的第一部相机是海鸥
DF—5000 型相机。“1998 年国庆买
的，总不能老借别人的相机，把存的
私房钱花光了。”文晓军似乎回到22
年前的场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随着拍摄的照片越来越多，文晓
军拍摄范围已不囿于“本行当”，并开
始有意识地用相机来记录石渠的方
方面面的发展变化。

就这样，文晓军与摄影结缘，用
摄影记录石渠的变迁。22年来，从县
企业局长、县发改委主任到县政府副
县长、县委统战部部长，再到县委副
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不管职务
怎样变化，文晓军从未放下相机，从
未忘记忠实地记录石渠。

“从最初对摄影的单纯喜爱，到
后来的执着。我经常问我自己，摄影
是什么？这么多年我总结的答案就
是：发现、记录、表达、回忆。”文晓军
说，“很多人喜欢我的照片，也许是因
为在我的照片里找到一些共鸣吧。比
如难忘的过去，不断发展中的现在的
或者是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影子。”

风光旖旎的扎溪卡大草原、文
化沉淀的松格嘛呢石经城、夕阳之
下街灯星星点点亮起的县城、搬进
新房充满喜悦的藏家生活、奔走在
包虫病治理一线的白衣卫士……从
文晓军海量的作品中，我们见证了
石渠城市、交通、教育、医疗、旅游等
各方面几十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感受到那些难忘而温情
的流光岁月。

作为记录者，文晓军的每一张照
片都是一段故事、一段记忆。“石渠这
座城市，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都有
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对城市来说，
也是十分珍贵的。”文晓军是在石渠
读的初中，他拿出自己近期拍摄的石
渠中学的照片告诉记者，“我们读中
学的时候，只有两排土房子，一排是
老师住的，一排就是我们学生，当时
整个学校就只有50多个学生。你看，
现在的学校建得多好啊，教室宽敞明
亮，设施设备齐全 ，现在全县的学生
已经有16000多人，这个数字是非常
庞大的。”

时间匆匆，岁月流逝，这座城市
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如今行走在
这座高原小城，一处处“脏乱差”变成

“美如画”，一幅幅“作战图”成为“实
景图”，太阳部落石渠宛如一只涅槃
的凤凰，实现了它的美丽嬗变。

拿起一张石渠广场的照片，文晓
军显得格外激动：“这是我们新建的
石渠‘地标’—石渠锅庄广场，这是集
文化体育为一体综合性广场，把我们
石渠的帐篷文化、牦牛文化和石刻艺
术这些元素都在这上面进行了体现，
我也参与了它的设计。”文晓军的眼
眶不禁有些湿润，他自豪的告诉我们
他是名副其实的石渠变化的参与者
和建设者。“石渠县城变大了，就拿县
城的路来说吧，已经从过去的一条街
发展到近 10 多公里，以往吸完半支
烟的功夫就走完了整个县城，现在你
要走完县城怕要半个小时。”

“镜头对城市的记录来说还是比
较短，而这座城市变化的速度却足够
快。”翻翻拣拣，检索久违的时光片

段，细说现在的飞速发展，一张张旧
照片宛如放电影一样重现了一幕幕
难忘的过去和辉煌的现在。

一张张照片有着石渠的故事，也
有着文晓军自己的故事。2005 年 12
月5日清晨，文晓军拍摄石渠城市照
片，为追赶时间，避开天上乌云，在合
适的朝霞下拍照，他冒着零下7度的
寒流，爬上县城附近的山峰，在拍摄
时不慎从山坡上摔下来，衣服破了，
手流血了，简单包扎后，又忍着痛爬
上了另一个山头，成功地拍下了县城
的鸟瞰图。当那张照片制作好如期在
县“两会”上向代表委员们展示时，自
己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体会到
拍摄一张有价值的作品必须要付出
一定的代价才能够成功。

“2001年，我买了第一部数码相
机，是佳能 1000D。现在我用的是佳
能 5D2 和索尼微单。有了数码相机，
照片就拍得更多了。爱上摄影 22 年
来，我共拍摄了上万张反应石渠人文
风景、发展变迁的照片。”文晓军告诉
记者，2015年退休后，他就想给自己
办一次影展，他想把影展办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石
渠的发展变化。

文晓军一个储存照片的数码伴
侣在 10 年前丢失，许多珍贵的照片
无法找回，给他留下无尽的遗憾。说
起那些丢失的照片，文晓军沉默了。
但沉默片刻后，他笑着说：“也没有啥
遗憾的，其实，石渠的影像早已是留
存在我心灵的底片了。”

甘孜日报讯 近日，在德格县法
院双语法官的不懈努力下，一起同
居关系析产纠纷案在诉前调解中成
功化解矛盾。

据了解，当事人色某与被告多某
多年前就存在矛盾纠纷，因德格县域
特殊的地域民族风俗习惯，致使双方
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渐升级为双方家
族的纠纷，成为社会稳定隐患。此前，
村上有威望的老人及村委会多次出
面调解，却收效甚微。在亲戚朋友的
劝说下，双方当事人来到法院。当事
人来访时情绪激动，为防止矛盾激

化，立案庭工作人员立即安排藏汉双
语导诉员，开展劝说和安抚当事人情
绪工作。该院分管领导详细了解案情
后，利用多年的办案经验与自身双语
法官的优势，从情、理、法三方面入
手，采取不同方式方法与双方当事人
及其家人沟通交流，不厌其烦地给他
们释法明理。经过11个小时的调解
后，他们的“心锁”逐渐被打开，双方
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至此，长
达多年的矛盾纠纷划上完美的句号，
双方当事人与法官握手致谢。

杨志美

德格印经院恢复开放

党员义工日 情暖老人心

CPI同比上涨6.9%

肉类价格回落趋势渐显

鲜菜价格涨幅持续收窄

服务群众耐心好
十一小时解旧怨

德格县法院双语法官成功化解一
起多年感情纠纷

我州3月份

镜头记录城市变迁影像讲述岁月故事

22年万张照片
石渠光影流年在心中

◎甘孜日报记者 谢臣仁 甘孜电视台 宋雪华 文/图

甘孜日报讯 健康教育全面普及、
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农户居室内外整洁
……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优化城市卫
生服务，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
平，4月11日，一场轰轰烈烈的创建国
家卫生县城行动在甘孜县拉开序幕。

“我们将以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
署为指挥棒，时刻牢记牵头部门职责，
坚持问题导向，把群众反映突出的市
容环境、疾病防控、健康教育、食品安
全等工作作为创卫工作的重点，全力
以赴打响创卫工作攻坚战。”甘孜县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尼玛泽仁说。

聚焦健康教育,打响创卫“主动战”

创卫不是为了一块“牌子”，而是
要改善城市的环境，为群众谋福祉。
从“要你卫生”变为“我要卫生”，必须
靠群众卫生意识的提高。对此，甘孜
县将抓实卫生健康教育，开展多形式
的宣传教育活动，举办卫生知识讲
座，向社区居民讲授健康知识，定期
或不定期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服务工
作，使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达到 75%

以上，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形成率达
到 65%以上；落实学校健康教育，开
设中小学健康教育课，制定教学工作
计划，完善健康教育相关教材资料，
做到有课时、有教师、有教材、有教
案、有考试、有评价。注重学生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使学生健康知识知晓
率达到 80%以上，健康行为形成率达
到 70% 以 上 ，确 保 开 课 率 达 到
100%；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教育，充分
利用大型健康教育宣传活动、社区健
康教育促进活动、卫生下乡活动及举
办电视健康教育宣传栏目等教育广
大群众，使群众健康知识知晓率达到
75%以上。

聚焦设施服务,打好管理“提升战”

沿街墙体被小广告贴成了“大花
脸”、大街小巷路面凹凸不平、占道经
营、路灯破损……这些事虽小，但与百
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此，甘孜县从老
百姓反映最强烈、最忧心的事情改起，
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该县将继续实
施门前“五包”卫生责任制，确保城区
环境卫生保洁面积达到100%，垃圾收

集点布点合理，容器密闭，周围环境整
洁，垃圾日产日清，清运率达到100%，
垃圾卫生处理符合要求，填埋率达到
100%；城区公厕布局合理、位置适宜，
数量按常住人口 2500-3000 人设置
一座。在汽车站、集贸市场、主要街巷
道、广场等重点区域设有公厕，公厕有
专人保洁，做到无蝇、无臭，地面、墙体
清洁，便池无尿、粪迹。城区旱厕粪便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0%以上；加强车
辆乱停乱放治理，合理设置交通标志
及区域，加强临街楼房阳台整洁封闭
管理，杜绝占道经营。完善配齐城市公
共设施，在县城主次干道两侧、公共场
所每 50-100 米设置 1 个果皮箱。
主干道路硬化率达到 95% 以上。配
齐卫生设施，机关、学校等单位食堂、
饮食摊点、食品加工点及集贸市场卫
生设施齐全，防尘、防蝇、防鼠及上下
水设施齐全，有专用餐具消毒、保洁设
施，操作规范，运转正常。

聚焦疾病预防,打赢专项“防控战”

传染病防治是创卫工作的重要基
础，直接关系着整个创建工作进程。为

预防传染病的爆发和“四害”滋生，该
县将定期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注
重科学合理用药，严格规范监测方法，
确保鼠、蚊、蝇等病媒生物得到有效控
制；加强规范管理，医疗机构审批和日
常监管资料齐全，有效治理非法行医、
非法采供血和非法医疗广告；健全防
控机制，畅通 120 绿色急救通道，能
快速、有效处置和转运传染病患者。
健全传染病报告管理组织和制度，疫
情报告分析及时、准确和完整，确保
城区近两年无甲、乙类传染病暴发疫
情，无院内感染引起的重大疫情或导
致的死亡事故；做好疾病预防控制，
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实行传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
法定传染病漏报率低于 3%。县级综合
医院设立感染性疾病科，其他医院和
乡镇卫生院设立传染病预检分诊点；
规范接种疫苗，国家、省免疫规划项
目的预防接种实行免费，接种场所符
合国家 规范要求，安全注射率达到
100%。儿童国家、省免疫规划疫苗全
程接种率达到 90%以上。

李珍兰

甘孜县吹响创建国家卫生县城“集结号”

图为美丽的石渠县城。

图为曾经脏乱差的石渠县城。

“能用镜头留存下石渠的点点滴滴，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荣耀。”翻看着自己拍摄的一帧帧照片，年过花甲的文晓军感慨万千。
高原的阳光斜斜地透过窗棂，犹如一个高明的打光师，让文晓军的脸庞充满光影的魅力，在明明暗暗之间，久远的岁月在娓

娓道说中濡染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