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龙县委书记泽仁汪堆告诉
笔者：“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要立
足‘两不愁三保障’的攻坚目标，就
是要本着‘缺基础设施就想方设法
补短板、缺产业就因地制宜抓培
育、缺技术就因材施教搞培训、缺
市场就开动脑筋去寻找、缺能人就
广开门路重引进、缺机制就集思广
益来激活’的攻坚思路，就是要着
力‘扶智、扶志、扶德、扶规’，各级
干部的真情、对口援建单位的深
情、农牧民群众的激情一经汇聚，
持续给力的外力与澎湃的内生动
力一经发酵，决战决胜‘质与量’

‘硬与软’的并驾齐驱，使新龙县今
年高质量成功‘摘帽’。”

脱贫攻坚是场硬仗，只有深入
新龙呷拉西乡益西村野猪组这样
的地方，才能体会它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艰难！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当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时，移
民搬迁就成了最好选择。说起野猪
组的“前世”，村中老者心里满是酸
楚的记忆：位于海拔 3800 多米的
寨子，不仅与谷底形成了上千米高
差，而且更是名符其实的“悬崖上
的寨子”和“云端上的寨子”。难以
想象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新龙县

“绝对贫困村”和“极端贫困村”中
的代表。从上世纪上缴生猪税开
始，至少要四五个人村民，必须抬
在右肩上才能确保安全。要是抬在
左肩，猪在靠山崖的一侧，一挣扎
就可能会把人撞下山。以前抬猪下
山曾摔死过一个小伙子。人摔下去
时，连悬崖上的灌木都碰不到，就
直接摔下了山脚。其实，每一次出
门，都是一次历险，每一次历险都
是为了几块零花钱，那时村民们连
吃一顿大米饭都觉得很稀奇。

脱贫攻坚战打响，野猪组走到
了时间的黄金点，搬迁下山的村民
们有了城里人的“幸福感”。

在呷拉西乡政府上前方 300
米处，笔者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在
打扫院落。“我是前年从然布山上
搬下来的，由于两个孩子要上学，
所以我主动申请搬下来。现在，寨
子里的人都搬下来享福了。国家政
策好，我花了很少的钱就住上了这
么安逸的房子！”

村民洛绒说起这幢 100 平米
的砖混结构新房子，笑得合不拢
嘴：“你看，这房子前面是河、后面
是山，太阳一出来就能晒着；一进
门就是客厅，客厅两边各有一套大
大的房间；房间里的家具和客厅里
彩电、冰柜、洗衣机都是新的；十几
袋大米、青稞、酥油，这几柜子衣
服；冲水式厕所……以前在高山上
的时候，我家是最困难的一户，家
里虽有 5 亩地，但由于山上海拔
高、土质不好，种庄稼收成特别差，
青稞亩产四五十斤，种子钱都收不
回来，3 亩地的洋芋顶多能收 20
袋，经济收入就靠我爱人每年挖虫
草挣七八千元，国家各种补贴每年
能领三四千元，贫困的日子何时到

头？没有想到，党和政府让我们搬
下山，还过上了好日子。”

脱贫后的洛绒不禁畅想起自
己的未来：“我到县城附近的工地
打工，每年挣两三万不成问题；我
爱人打扫村里的卫生，每年还有
3600元的收入，加上虫草收入，一
年也有近2万元的收入，还可以照
顾两个孩子上学……我家的年人
均收入就可以突破万元。”

其实，建档贫困户洛绒的故
事，仅仅是新龙县近年来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中的一个缩影。如
今，全县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像洛绒
一样，欢天喜地住进了新房子、过
上了好日子。

在距县城约40公里的乐安乡
卡娘村，村支书白玛其麦半开玩笑
地说：“你别看我们现在是‘四好
村’，以前我们村坐落在雅砻江右
岸的杜然山半山腰，海拔3221米，
村民们种地靠经验、收成全靠天、
钱粮靠救济、饮水靠人背，是有名
的‘四靠村’。”

在卡娘村文化院坝大门外，挂
有五块金字招牌：省“新家园、新生
活、新风尚”示范点，省级“川藏线
千里文明走廊”幸福美丽生态文明
示范村，省级文明村，州级“川藏线
千里文明走廊”幸福美丽生态文明
示范村，州级“四好村”。五块“金字
招牌”，印证了卡娘村的发展变化。

2016 年，经过卡娘村 45 户
367人苦干实干，县上多个扶贫项

目的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
“归零”，成功退出贫困村行列。为
巩固脱贫成果、创建州级“四好”
村，2017 年，政府投资 736.15 万
元，实施了村民庭院硬化、村内“五
改”、住房“六改”、公厕新建、文化
广场、新风培育“六大”工程。与此
同时，投资 377 万元，相继实施完
成了通村路、村内道路和入户路硬
化工程、村级文化室、卫生室和活
动室“三室合一”及其附属工程、移
动宽带网络全覆盖工程、太阳能路
灯安装工程、文化健身场地建设工
程、村垃圾填埋场建设工程以及户

“三有”建设工程。如今，整个村庄
面目焕然一新。

新龙县政府县长董德洪告诉
笔者，2016年以来，新龙县实施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 624 个（其中，省
重点项目1个、州重点项目34个、
县重点项目 134 个），完成投资
46.66 亿元。成功申请进入国家、
省、州“十三五”支持四川省涉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项目 64
个，完成投资6.97亿元，梳理了甘
孜州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任务项
目 233 个，申请资金 132 亿元，完
成投资45亿元。2016年以来，通过
发改渠道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78个，下达资金4.97亿元，完
成投资4.68亿元。大手笔、大投入，
新龙县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
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实
现如期脱贫摘帽。

脱贫攻坚的新龙答卷

早上九点从康定出发，下午三点
过就到了新龙县，今年是建州 70 周
年，原新龙县政协副主席、交通局长袁
绍堂回了趟新龙，从康定经雅江过理
塘君坝再到新龙县，400 多公里的长
途行车，让他没有感到丝毫的疲倦。

袁绍堂与新龙县的交通建设打了
一辈子的交道，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

“交通情缘”难以割舍。“踏上新龙路，
慨叹行路难。”袁绍堂抚今追昔，慨叹
70 年来新龙县交通的巨大变迁，“70
年前，新龙根本没有一条出境公路，甘
新路也是1967年才开始修建的。那时
修路，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工作业。
筑路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在雅砻江边
的悬崖上，系着绳子打炮眼，敲着铁锤
凿岩石，肩挑背扛搬渣料，风餐露宿不
懈怠，流血流汗不叫苦，死伤面前不退
缩，他们凭着高昂的斗志和坚韧的意
志，硬是在绝壁悬崖上打通了甘新公
路。1969年国庆前夕，‘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20 周年暨甘新公路通车
典礼’在新龙县城外新修公路口的牌
坊下隆重举行。新龙万人空巷，人们奔
涌现场、载歌载舞，那欢庆场景至今让
人记忆犹新。然而，由于当时施工难度
特大、技术标准较低、通行能力较差，
特别是山崖坠石、垮方、泥石流等灾害
频繁发生，使得好不容易建好的公路
出现了时通时阻现象，老百姓望路兴
叹、深感无奈。”如今，新龙县通过通
县、通乡油路和通村硬化路建设，尤其
是在四川省四轮甘推方案和交通先行
战略的支持下，已从交通“孤岛”变成
了交通要道。

通村硬化路蜿蜒延伸，两边山地
满目苍翠，公路旁小溪淙淙。9月5日，
驾车驶往新龙县雄龙西乡哈米村，优
美风景令人陶醉。然而，就是这6公里
的山路，曾让哈米村人伤透了心。

“以前村里没公路，到县城要两个
小时。因为路况不好，骑摩托车稍不注
意就滑到路边沟里了。”哈米村村民呷
绒泽仁回想当年交通不畅带来的不便
直摇头，到一趟县城特别恼火，有点办
法的人都离开了村子外出谋生。

“现在不一样了，路通了，说走就走，
不要说到县城，就是一天到康定都很方
便。”呷绒泽仁一脸喜悦：“现在通乡有沥
青油路、通村有水泥硬化路，还有连户路
到家门口，车跑起来又快又安全，到县城
只要半小时时间，费用也只有原来的三
分之一。路好车多，全村202户，就有30
多辆小汽车、300多辆摩托车。”

“通乡油路修到了家门口，到扎嘎
神山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我就放弃
了外出打工的想法，投资了几万元，开
办了民居接待，成都和重庆的游客游
览了扎嘎神山的美景后，到我的客栈
落脚休整，给我带来了不少生意，去年

五一小长假，我的客栈、茶楼、小卖部
收入就超过了2万元。”哈米村村民仁
真多吉说，雄龙西乡距离县城 24 公
里，由于地处偏僻，过去交通十分不
便，不要说游客进不来，就是村民到县
城办事出行也极不方便。

2017年，县委政府决定打通制约村
民出行和经济发展的通乡路，修建了通
乡油路10公里，通村通户水泥路117公
里，一条条平坦宽敞的通村水泥路一路
蜿蜒，伸向远方，通向了家家户户的大
门，随着通村通户路的建成，该乡村民的
生产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过去，国道317线和318线与新龙
县擦肩而过，新龙县有效的出境通道
仅靠国道 227 线，这严重制约了新龙
县招商引资、资源开发和人流、物流、
资金流的形成。现有公路干线、支线总
体规模小、密度低，部分骨干公路和农
村公路技术标准低、通行能力差，交通
发展水平长期处于末位。

自精准扶贫战役打响以来，新龙
县委、县政府按照“精准定位，规划引
领，强化领导、县乡联动，整合资金、加
大投入、整村推进、协调发展”的工作
思路，充分发挥交通先导性、基础性、
服务性作用，强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大建设、大发展、大跨越，为全县经济
社会加快发展夯实了交通基础。按照

“建好、管好、护好、营运好”四好农村
公路要求，努力形成农村公路管养常
态化，形成县、乡、村、户“四级联动”的
管养格局，已建农村公路验收一个乡
镇认领一个，调动公益性岗位和群众
积极主动参与养护村组公路，确保了
已建道路发挥持久性效益。

2019 年，新龙县投入项目资金
20531.27 万元，实施 20 个“摘帽村”
183.124公里通村通畅项目，投入项目
资金7627.83万元，实施19个“摘帽村”
138.37公里入户路项目，对非脱贫村投
入项目资金53237.7万元，实施56个非
脱贫村通村531.618公里通畅项目，投
入项目资金6063.146万元，实施24个
非脱贫村100.033公里入户路项目。

新龙县以“甘孜州中部交通枢纽”
为总体目标，全线启动实施S314线道
孚县扎拖至新龙县城工程，打通东西
走廊，畅通县域出境道路。提高农村公
路路网基础水平，开工建设银多乡阿
色一村通村通畅工程，续建雄龙西乡
古鲁村通村通畅工程。完成尤拉西乡、
友谊乡、通宵乡和皮察乡“畅返不畅”
通乡油路整治工程49.1公里的目标任
务，自 2013 年以来，新龙交通建设累
计投入资金突破25亿元，实现了县境
内干线公路全面提档升级、通乡公路
全面畅通、通村路全面硬化、连户路全
面覆盖、运输业全面振兴，让康巴红·
甘孜腹心地一“路”领先。

变“孤岛”为“通衢”
◎周权 向保林 杨雪涛 文/图

交通先行
上世纪90年代末，

随着“天保工程”的实
施，一纸“禁伐令”让曾
经依靠“木头财政”的新
龙县，突然失去了支撑，
财政收入跌入谷底。作
为与州内7县为邻，但
唯一不通州外的“内陆
县”，落后的交通条件成
为制约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最大瓶颈，随之带
来的是各项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群众致富进取
意识淡薄……长期“积
弱积贫”，导致新龙成为
全州发展版图中的“底
部地区”。

“新龙县要在两年
时间内发生大改变。”州
委书记刘成鸣在检查指
导新龙县脱贫攻坚工作
时，向新龙县干部群众
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
实现“底部突围”，让处
于康巴腹地的贫困县实
现跨越式发展？新龙县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
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
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
来抓，今年2月18日，
新龙县高质量“摘帽”，
退出贫困县序列。

◎周权 向保林
杨雪涛 文/图

新龙县拉日马美丽的石板藏寨。

美丽乡村一角。

通村公路“爬”上山。

田间地头忙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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