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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砥砺奋进，
70 年岁月如歌。
70 年，
甘孜发生沧桑巨变，康巴大地铸就新的辉煌，人民生活实现时代跨越。
波澜壮阔的历史性成就，离不开甘孜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在甘孜建州 70 周年之际，我们以 10 岁为
年龄段，找到了 7 位不同年龄段代表人物，他们中有时代楷模、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也有新入
选的全国青联委员，更有从甘孜州走出的优秀学子、传承民族艺术的优秀少年。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中诠释了英雄本
色，
让我们感受到甘孜未来发展的蓬勃朝气。
喜迎甘孜建州 70 周年之际，他们用自己的故事激励更多甘孜儿女，
也为家乡甘孜送上深情寄语。

以梦为马继往开来创辉煌
其美多吉在驾驶邮车。

◎曾蓝 杨丹

人物故事：10- 20 岁年龄段

人物故事：50-60 岁年龄段

天籁童声传扬民族文化

31年坚守
“雪线邮路”
见证甘孜的变化

“全国优秀童声合唱团”巴塘天籁童声合唱团成员扎西央吉
“哆来咪发唆啦西哆......” 表演、
同学课后的游戏，
都是小
9 月 11 日早上 7 点，扎西央吉
央吉的舞台。
“以前唱歌就是兴
已经开始了每天的发声练习， 趣，
但加入合唱团后，
现在唱歌
今年 11 岁的她，已有两年的
已经成为我的梦想。
”
合唱经历。
“三年级的时候我
巴塘天籁童声合唱团成
主动找到老师，
提出想要加入
立于 2012 年 6 月，团内共有
童声合唱团。”扎西央吉说， 42 名孩子，全部来自巴塘县
“因为我太喜欢唱歌了！
”
谈到
农牧区，平均年龄 10 岁。该
音乐时，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合唱团演唱曲目多改编自巴
扎西央吉从小就喜欢音
塘弦子、藏戏的歌曲和舞蹈。
乐。
电视里播放的儿歌、
邻居哼
合唱团经常参与国内的各类
唱的歌谣、
长辈们弹唱的巴塘
大型民族演出，还到澳大利
弦子，
都是小央吉学习的渠道； 亚等国家进行过民间交流。
学校节目的演出、
家庭聚会的 “合唱团植根于丰厚的民族

民间文化，用藏语演唱优秀
民间歌谣，旨在传播巴塘特
色文化，展示非遗魅力。”合
唱团负责人胡四梅说。
“东方现出彩虹啰，山连
水水连山，云间修起金色的
路，巴塘北京紧相连……”稚
嫩清澈的合音、
精神抖擞的面
貌，
歌声悠扬飘向远方……
心语心愿：
六年级我就要退团了，
还有一年时光，我一定好好
珍惜！学习更多曲目，争取登
上更多更大的舞台。

人物故事：20- 30 岁年龄段

走出大山创造美好生活
优秀学子、清华大学学生王志龙
“心中有信念的人，就会
有想要的人生。”这是王志龙
信奉的准则，也是他 20 年学
习生活的写照。
“父母经常教
育我，读书能改变命运，走出
大山，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王志龙出生在甘孜州泸定
县偏远的岚安乡脚乌村山埂子
组一个贫困家庭，
是泸定县第一
位考入清华大学的本地学生。
藏族小伙儿，大山里的
孩子，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农
的父母……这是王志龙的标
签。这也让他懂得，在漫漫的
求学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
困难，都始终要有坚定的信

念——努力奋斗！2018 年 7
月，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
书时，王志龙就立下志向，完
成学业后会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人，
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贫穷锻造了王志龙坚韧
的性格，苦难激励他奋勇向
前。
“清华大学高手如云，
虽然
我很多方面要略逊一筹，
但吃
苦耐劳和抗压能力是我的优
势。
”8 月 29 日，
王志龙踏上返
校的路，班车、大巴、高铁、地
铁——经过一番换乘，
于下午
6 点回到学校。王志龙已经做
好复习计划，接下来两天，啃

下《地质世界》是主要任务。
如
今的王志龙在紧张的学习之
外，像一块海绵，强力地吸收
着知识的养分：
研究地质学各
种奇特的现象、
担任系学生会
体育部长、
学习排球棒球……
他定下目标：
毫不动摇以学习
为重心，其余时段全面发展，
尽可能丰富自我。
心语心愿：
甘孜的变化可以说是日
新月异，高速通车、网络连通
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但是，总体发展水平与其
他地方相比还有差距，希望
这样的差距越来越小。

人物故事：30- 40 岁年龄段

在全世界传唱故乡的
“情歌”
全国青联委员、藏族歌手阿兰·达瓦卓玛
“我是故乡的山水和亲
情养育的歌者，在我眼里，甘
孜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就是一
曲新时代的‘情歌’：便捷的
交通是情歌的五线谱，美丽
的村寨是情歌的音符，和谐
包容是情歌的主旋律。我愿
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把它传
唱。”阿兰·达瓦卓玛，出生于
康定，藏族女歌手。
每年的甘孜山地旅游文
化节、康定国际音乐节等活
动，阿兰都会回到故乡，为家
乡献上一曲。不仅如此，她还
特意为家乡作了一首《美人
谷》的歌曲，通过音乐，向世
人推介美丽的甘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阿兰时刻关注着家乡，看到
志愿者和人民警察在一线值
守奉献，内心的感动与心疼
交织。在得知家乡防疫物资
短缺的情况后，她多方筹措
助力解决。2 月 4 日，甘孜州
公安局和泸定县公安局收到
了阿兰捐赠的 7000 个口罩。
今年丹巴发生泥石流，阿兰
与团队又募捐 15 万元，用于
抢险救灾。
带着对家乡的关心与
热爱，阿兰多次深入山乡和
牧 区 ，走 访 慰 问 贫 困 家 庭 ，
为希望小学捐助羽绒服等
物资。去年 12 月，阿兰为四
川青年志愿者代言，演唱了
公益歌曲《熊猫侠》，展现了

四川志愿者无私奉献的故
事 。同 时 ，还 担 任 关 注 留 守
儿童爱心大使、善行者公益
大使、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
大使等。
2020 年 6 月 30 日，阿兰
成为新一届全国青年联合会
委员。她表示，将继续关注家
乡建设和公益事业，争做青
年表率，积极参与家乡的传
统文化活动。作为一名音乐
唱作人，她也会把当下的流
行元素融入藏族的音乐文化
中，
积极传承推广。
心语心愿：
看到这些年甘孜州的变
化，我感到骄傲，希望美丽的
甘孜越来越好！

平凡务林人那些不平凡的事
全国劳动模范、白玉林业局麻绒林场场长吴林
“记得最长的一次，我在
林区住了 3 个多月。”谈起工
作，吴林更多的感受是骄傲。
经过多年努力，吴林和同事
探索出了一整套适合高原林
区的植树造林方法。截至目
前，他和同事一起育苗面积
累计达 345.33 亩、生产各类
苗 木 1920 万 株 ，累 计 造 林
1.5 万余亩、栽植树苗 300 余
万株，完成异地造林任务 1.5
万余亩。与此同时，吴林和同
事还积极推进林业生态保护
与产业发展“两翼齐飞”，在
林菌、林药、林养、林种等方

今年 2 月 14 日下午 1 点，
其美多吉驾驶一辆载有口罩、
防护服等防疫捐赠物资的邮
车，从成都邮区中心局出发驶
往武汉。这趟路途单程 1250 公
里，行程需 17 个小时。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其美多吉主动
请战，要求奔赴防疫物资运送
第一线。
在过去的 31 年里，其美多
吉也是这样开着邮车，行驶在
邮政驾驶的第一线。其美多吉
驾驶的车，是德格县第一辆往
返于康定的邮车。30 多年的坚
守，已累计往返 6000 多次。康
定 到 德 格 的 邮 路 ，平 均 海 拔
3500 米，沿途要翻越 17 座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大山，其中，雀
儿山公路修建在悬崖上，最窄
处不足 4 米，一年中超过三分之
二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就是这
样的“雪线邮路”，其美多吉在
上面奔跑了 31 年。1208 公里的
“雪线邮路”最险路段，已累计
行程 140 多万公里。
做好一件事不难，难的是
一件事做上百、上千、上万次。
截至 2018 年，其美多吉带领班

组，向西藏运送邮件 41 万件，运
送省内邮件 37 万件，连续 30 年
机要通信质量全红。这是用青
春和生命写下的一个平凡劳动
者的不凡业绩。
走过的每段路，见证着党
对甘孜州的巨大关怀，行过的
每一程，记录着甘孜州百姓生
活的日益富足。
“30 多年来，甘
孜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其美多吉感慨地说，
“雪线邮
路”从以前坑坑凼凼的泥巴路
到如今平坦宽阔的柏油路，老
百姓从只能吃土豆糌粑到水果
蔬菜各种肉类一应俱全，住房
换新，腰包鼓了，经济发展更是
日 新 月 异 、蒸 蒸 日 上 。特 别 是
2017 年 9 月，
“ 世界第一高”雀
儿山特长公路隧道建成，其美
多吉驾驶邮车第一个穿山而
出，
亲身经历天堑变通途。
心语心愿：
甘孜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
努力奋斗、勇敢拼搏的甘孜人。
希望甘孜发展越来越好，以更
加美丽的形象，让世界各地游
客爱上这里的风土人情、民俗
文化、
自然风光。

王志龙在清华大学的教室内学习。

人物故事：60-70 岁年龄段

37 年宣讲民族团结不停歇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长生
黑 黑 瘦 瘦 ，身 穿 格 子 衫
——宣讲员王长生出生在九龙
县呷尔镇华丘村一个多民族大
家庭，从小在良好家庭氛围的
熏陶下，与人友好、诚实善良、
维护民族团结的种子在王长生
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1983 年，王长生自费购买
电影放映机，成为甘孜州第一
个拥有全套电影设备的个体
户，负责 18 个点位的放映宣传
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院
改成歌舞厅，再后来广场舞兴
起，王长生又将室内的群众活
动转移到歌舞厅前的院坝里。
不过，无论活动形式如何变化，
活动前的宣讲不变，为民服务
的初心不变。
“ 群众需要什么，
我就做什么。”这是王长生的承
诺，
他也一直遵守着这个诺言。
多 年 来 ，王 长 生 走 村 入
户，将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
策 ，提 升 个 人 品 德 修 养 ，形 成

良好家风等有助于民族团结
的 相 关 内 容 ，向 群 众 宣 讲 。除
了宣讲工作，王长生还时刻关
注乡村发展。
1992 年，王长生动员全村
群众修通本村 10.8 公里的机耕
道，结束了华丘村人背马驮的
历史；2012 年，他带领群众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华丘村变身高
原碧水风情村。
37 年为民服务永不停歇。
王长生的身影遍布甘孜各地，
先后获评“感恩中国·2012 年度
先进人物”、
“ 四川省宣讲工作
先进个人”、甘孜州“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先进个人”、
“最
美九龙人”等称号。2019 年，王
长生被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
。
心语心愿：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就是
我的信念和追求。

人物故事：70 岁以上年龄段

王长生与家人在一起。

阿兰·达瓦卓玛正在演唱。

从高原新生活喜看甘孜大变迁
高原牧民泽仁塔新

人物故事：40- 50 岁年龄段

鸟瞰巍巍高原，
脚踏万水
千山。
平凡务林人，
与青山为伴，
和自然相拥，
他就是甘孜州白玉
林业局麻绒林场场长吴林。
1989 年 3 月，吴林正式
成为第二代“森林工人”，从
此，
便与绿色林海结下了不解
之缘，更多时候，他更愿意别
人称呼自己为
“植树人”
。
密林
深处，他身穿工作服，早出晚
归，手持铁锹栽林木。春夏太
阳炙热，汗水浸湿衣衫，林间
蚊虫成群，咬伤已是常态；秋
冬大雪纷飞，举步维艰，他忍
着寒冷、
饥饿奋战高原林海。

全国道德模范、
“时代楷模”其美多吉

面大胆探索实践，立体开发
利用林下资源，大力开展有
机藏香猪繁育项目等，让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走过山山岭岭、沟沟壑
壑，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
每一位森林工人眼里、心里。
川西北高原上，
他们一同迎拂
晓朝阳，披万缕霞光，那大片
的绿色是他们共同的希望。
心语心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将牢记自己的职责与
使命，不忘绿色梦想，在平凡
务林人岗位上继续奉献。

走进泽仁塔新家中，只见
崭新的家具和现代化的家电一
应俱全，小康之家的气息扑面
而来。
“‘哒哒热’
（藏语，意为
‘很好’
）！这两年，生活发生了
喜 人 的 变 化 ，感 谢 党 ，感 谢 政
府！”说起自己的新家新生活，
身穿藏族传统服饰的泽仁塔新
欣喜地竖起大拇指。
泽仁塔新是石渠县德荣玛
乡谷恩村一名普通牧民，住帐
篷、养牲畜，用泽仁塔新自己的
话说就是“草场在哪里，家就在
哪里”。以前帐篷常年没有电，
用水得自己到河里挑，由于海
拔高，冬季特别寒冷，日子过得
很艰难。
2019 年，泽仁塔新与全村

58 户村民一起，通过政府各种
政策补贴和产业扶持，
摘掉了贫
困的
“帽子”
，
也住进了新建的安
置房，
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
如今，住着独栋独院新居，
暖气、水电、网络等基础保障一
应俱全，无论是自己的医疗，还
是孙儿们的教育，都得到保障，
泽仁塔新一家摆脱贫困，走向
小康生活。
打扫房间，是现在泽仁塔
新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每当看
到自己打扫过的房间整洁明
亮，就能感受到脱贫后的喜悦，
非常开心。”泽仁塔新说。
心语心愿：
希望家乡发展得越来越
好，
幸福生活节节高。

吴林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