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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变了，首先是变大了。这是
80 岁的“老白玉”姚绍华最直观的
感受。姚绍华告诉记者，1951 年 5
月 28 日，紧随甘孜州建州的步伐，
白玉和平解放，建立白玉县人民政
府。“白玉县是 1913 年设的县，到
1951年年解放时，全县城仅有白玉
寺东侧半山坡上的34间土房。”

以往寒酸，现在繁华。自 1951
年，和平解放设立白玉县人民政府，
到1988年1月22日，白玉县被确定
为全国27个牧区贫困县之一，再到
新时代华丽蜕变为现代化城市。到
现在，全县城镇化率达到18%以上，
中心城区人口达到 2 万人，城区面
积达2.8平方公里。

广安人刘建上世纪 90 年代分
配到白玉县工作，翻看他发黄的相
册，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气息。

刘建清晰地记得，自己刚来这
里的时候，宿舍就是一间棚户，里面
一张桌子，几根条凳，一张床。而现在
刘建一家已经有了120平米的大房
子，窗明几亮，现代化家具应有尽有。

刘建一家的改变，只是众多白
玉人的一个缩影。随着旧城的不断
改造升级，白玉县城市功能配套设
施不断完善，白玉城市环境进一步
优化，城市品位得到提高，居民居住
条件得到改善。

白玛拉吉是河坡乡人，10 年
前，贩卖手工艺品挣到了一些小钱
的她卖掉了自己在河坡乡上的老

宅，在白玉县城里购买了一套商品
房，举家搬迁到城里，租了一间临街
的铺面开了一家小超市，做起了小
买卖，生活越过越红火。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环境
不断优化、城市品质不断提升。除了
跳“坝坝舞”，白玛拉吉吃了饭都喜
欢沿着定曲河边的步游道走两圈。

“河里的水很清凉，不时有鱼儿游
动，河边的霓虹灯五颜六色，漂亮得
很。在河边走着，那是舒服极了。”越
来越有品质的城市生活让白玛拉吉
感受到无比惬意。

以往，白玛拉吉回老家最怕的

就是路。“路太烂了，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走一次就‘伤’一次。”

白玉受地理区位影响，出境通
道不畅，境内无国道，公路等级差，
公路通达率低。1975年才修建第一
条通往阿察镇的土路，1990年实现
乡乡通“机耕道”，1995 年甘白、巴
白、岗白三条主干道实现全部贯通，
2002 年全县第一条油路阿察镇通
乡油路建成通车。

现在白玛拉吉乐于回河坡老
家。随着交通先行战略的实施，2017
年，全县14个乡镇实现通油路、里程
达 453 公里，155 个村实现“村通

畅”、里程达1539.759公里，国省干
线里程达422.097公里。2019年9月
甘孜格萨尔机场的通航运营，使白玉
到成都的行程时间由最初5天缩减
到现在的半天。目前，G215、S458线
公里改建工程正全力推进，川藏铁路
和高速公路正开展方案论证等前期
工作。白玉县大力实施交通先行战
略，着力构建“两纵三横”的交通网
络，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为全县
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玉受制于发展滞后影响，“用
电难”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白玉人
民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1969年
到1990年之间，全县先后建成农村
小水电 17 座，装机总容量仅 1625
千瓦，1997年装机容量1920千瓦的
麻通电站实现竣工投产，2000 年，
全县总装机容量增至 4100 千瓦，
2007 年同步建成装机容量分别为
7500千瓦、10500千瓦的阿色水电
站和瓦其拉（呷村）电站。2012 年，
实施“电力天路”工程和光伏供电工
程，新建和改造城乡电网1223.9公
里，成功实现与国家电网并网运行，
彻底结束白玉县孤网运行的历史。
目前，白玉县电网已拥有110千瓦、
35 千瓦变电站 9 座，35 千瓦、10 千
瓦输电线路34条，线路总长度超过
1400 公里，年负荷超过 7549 万千
瓦时，“用电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电通了，群众脱贫的道路也通
了；灯亮了，贫困群众的心灯也亮了。

金沙江畔浩歌起

千古金沙涛声起，
察青松多幽鹿鸣。此起
彼伏，相互和鸣，为甘孜
州建州70周年献上生
日的祝福。

沉浸在建州70周
年的喜悦气氛里，光彩
夺目的白玉县盛装而
来，一栋栋高楼拔地而
起，一条条道路宽阔平
坦，一片片产业生机盎
然，一张张笑脸幸福怡
然……

风雨砥砺，岁月如
歌。恢宏的画卷记录着
一路路栉风沐雨，壮美
的诗篇歌颂着一幕幕历
史演绎，斐然的成就振
奋着一颗颗赤子之心。

白玉县正与甘孜州
同频共振，发生着历史
巨变。

世居深山，故土难离，这在山岩乡
山岩村老百姓的心里扎根很深。实行易
地搬迁，该村搬迁到60公里外、条件更
好的安置点，安置点于2019年9月完成
验收，共建房屋 109 户，占地面积约有
8.5万平方米。

山岩村色麦组村民呷拥兴奋地说：
“房子修得很漂亮，现在通水、通电各方
面条件都很好，交通也很方便，现在我
感到太幸福了，非常感谢党和国家。”

“两个娃娃一个在蒲江读‘9+3’，还
有一个娃娃在县二完小读书，娃娃读书
成绩很好。每个月除了给外面的娃娃寄
一点零花钱以外，其他的费用国家和政
府给了。”章都乡金沙村村民如是说起
子女就学，既骄傲又幸福。

过去，白玉县社会发育程度低、民
生保障基础薄弱、社会事业起步较晚，
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
缺医断学现象十分突出。1952 年白玉
县开办第一所初级小学——县城区小
学校，当时仅有 1 个班，3 名教师、27 名
学生；同年建成县人民医院，配 5 名医
务人员；1957 年建成第一所乡镇卫生
所——河坡卫生所，1969 年在县城小
附设一个初中班。

历届县委、县政府将社会事业发展
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最大的民生工
程，实施教育优先战略，该县于2017年
8 月在全州率先启动控辍保学工作。从
2019年起，县政府将教学质量成果奖提
高到200万元，落实“两个100万元”分
别用于表彰教师和学生，2018年、2019
年县委、政府列支86万元对中考取得优
异成绩的师生进行表彰，教学质量逐步
提升。2020表彰中考暨1年级至8年级
统测取得优异成绩师生经费76.6万元。
2019 年该县教体局被评为全省脱贫攻
坚“五个一”定点帮扶先进集体。目前已
建成初中1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1
所、小学 18 所、幼儿园 22 所，2 镇 15 乡
办学覆盖率达 100%，全县学生总数达
到10988人，适龄儿童实现应读就读。

“阿爷，你的血压有点高哟，这段时
间，你要格外注意身体，盐吃淡点，少吃
油腻的食物。”在采访中，记者看到金沙
乡布欧村医根秋单真一边为村民白玛
测量完血压、分发降压药，一边叮嘱道。

根秋单真一边填写着《白玉县家
庭医生签约台账》，从填写的台账看
到：每户村民的基本情况、联系电话、
重点人群人数、65 岁以上人数、0 岁至
6 岁人数、高血压人数、糖尿病人数、精
神病人数、孕产妇人数、残疾人人数
……内容详尽、一目了然。台账填得
实，服务做得更实。

“以往也有村医生，啥都没有做，啥
都做不了。现在有了‘家庭医生’，医生
给我量血压发药品，还给我家小娃娃打
预防针，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送来了好
医生！”白玛老人翘起了大拇指。对往日
的村级医生满腹意见，对现在村医生赞
不绝口。白玛老人的感受正是白玉县村
级医疗变化的写照。

目前，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共 180
个、有医技人员 275 人。白玉县人民医
院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实
施，工程总投资 13246.82 万元、总建筑
面积25846平方米，建成后新增住院床
位100张（累计达到200张床位）；每年
选派两名医务人员到中山市三级以上
医院进修一年。

扶智扶志，发展教育斩断代际传递
的“穷根”；发展医疗，护佑健康奔小康，
白玉各族人民在白玉的发展进程中感
受到丰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吴元华 徐平波 文/图

收获满满幸福感

产业发展道路宽
出了白玉卓达拉隧道，前行

100 多公里，一路上的藏菊娇艳地
盛开在道路的两旁。

看着繁花似锦，麻绒乡德来村
第一书记伍金曲确喜不自禁。他告
诉记者，麻绒乡德来村今年被评定
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该村旅游
专业合作社为当地村民带来福祉。

种藏菊、搞旅游，合作社每户人
家年分红两千余元。伍金曲确与群
众忙得不亦乐乎，他说：“合作社解
决了当地老百姓就业问题，让百姓
增加了收入，接待的外来游客多了，
开阔了当地老百姓的眼界，对村民
整体素质有着很大提升。”

近年来，白玉围绕“做强县城、
做优乡镇、做美村寨”和打造甘孜州
最美县城为目标，紧扣“七个提升、
七管齐下、四态合一”的总要求——

做强县城：投入12.6亿元，实施
污水处理厂等95个市政项目建设，
以“宁玛祖地、盛德白玉”为形象定
位，完成了城市 LOGO 设计和城市
风貌改造规划编制，完成格萨尔王、
河坡民族手工艺、手指锅庄等文化雕
塑60余个，县城配套功能不断完善，
业态布局趋于合理，文化底蕴不断彰

显，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城镇化率不
断提高，魅力县城轮廓初显。县城将
建设成“定位精准、规模适度、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风貌独特、文化彰显、
要素聚集、产业带动、管理精细、文明
现代、辐射带动力强”的旅游之城、商
贸之城、遗产之城。

做优乡镇：投入 4.796 亿元，完
成河坡乡道路黑化、亚青寺配套基
础设施等16个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阿察道路黑化、供排水、照明工程和
风貌改造完成阿察旅游风情小镇规
划、11 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建设、
亚青寺停车场及客运站点等5个项
目建设。

做美村寨：投入2.65亿元，实施
乡村风貌改造等15个项目。完成脱
贫村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屋建
设，编制完成热加麻通村等 7 个传
统村落保护规划。

底子薄、欠发达、不平衡，是白
玉产业曾经的真实现状。作为产业
欠发达地区，只有奋起直追。

近年来，白玉紧紧围绕“四园区
七基地一中心”的高原特色、立体生
态、三产融合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
大力实施产业富民战略，走出了一

条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全面见效的
产业富民路子——

优先发展全域旅游业，游客接
待人次年均增长30%。

有序推进生态能源业，投资达
400亿元的叶巴滩水电站建设紧锣
密鼓，累计实现投资 42 亿元；有序
推进优势矿产业，原矿处理年突破
100万吨。

加快发展特色农牧业，累计投
入 1.97 亿元，建成 4 个特色产业基
地；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全面建成白
玉县非物质文化展销中心和旅游咨
询服务中心，2017 年至 2019 年实
现旅游人次134万人次、收入13.9
亿元；加快发展中藏药业，建成中藏
药材推广及试验基地2000亩，中藏
药业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

“以往，我们一家只有几头牛，
有了合作社的帮助，现在牛的数量
增加了十几倍。”扎西顿珠是麻绒乡
如当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四
口，通过建卡户小微信贷他带了 5
万元的小微贷款加入了麻绒乡如当
村乡村旅游接待专业合作社，家庭
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变。

如当村第一书记徐宁介绍，该

合作社从 2019 年 5 月成立至今已
盈利12万元，有效地增加了老百姓
收入，接下来该合作社将在村民中
培养一些专业的经营酒店和旅游业
的农户，将该村的旅游业扩大化、规
模化。

充分结合县情，以乡村振兴为
统揽，以脱贫攻坚为抓手，坚持全县
一盘棋，白玉县整合全县农牧旅资
源，建成赠科高原特色种植园区、黑
山羊产业园区、昌台牦牛产业园区、
高原苗木花卉产业园区等四个现代
农业园区，配套建设白玉县农业试
验试种基地、白玉县赠科万亩核心
种植基地、白玉黑山羊保种繁育基
地、昌台牦牛保种繁育基地、高原苗
木花卉育苗基地、高原藏菊种植基
地、河坡民族手工艺产业基地，建设
白玉县农副产品集中深加工及冷链
物流中心，初步形成“四园区七基地
一中心”的高原特色、立体生态、三
产融合现代农业园区格局，并在龙
头引领、技术支撑、管理运营、品牌
创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撑配套。

回首方知群山峻，举目又见峰
更高。村民们唱起了幸福的歌子，奔
康大道越走越宽广。

百年古县新脉动

山岩集中搬迁点。

县城一角。

白玉通村公路。

察青松多的美丽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