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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襄盛事 共谱华章 共创未来
我州各族干部群众收看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盛况

甘孜日报讯 昨（17）日上午
9时，得荣县干部群众通过LED
显示屏、电脑、手机、电视等观看
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
庆祝大会直播，与全州人民一起
见证甘孜州一步跨千年的辉煌
成就。

今年69岁的退休干部多吉
彭错，十年前曾作为演员参加
了甘孜州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
的文艺演出，表演了得荣九步
锅庄。“都说我们跳得好，观众
们为我们的表演热烈鼓掌。”回
忆起十年前的那场盛会，多吉
彭错内心依然十分激动。十年
后，多吉彭错坐在得荣太阳谷
广场的 LED 屏前，收看甘孜州
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直播。他
说，虽然这次没能去现场观看，
但是一大早，我就和当年参演
的老朋友相约在广场，等待庆
祝大会直播开始。

在得荣县统计局会议室，该

局干部职工早早就守候在电视
机前，等待直播开始。当庆祝大
会现场国旗升起、国歌奏响，该
局干部职工也全体起立，向国旗
行注目礼，同唱国歌；当看到精
彩处时，大家不禁激动地热烈鼓
掌，齐声叫好。“看到得荣方队的
激情表演，那震撼的场面让我心
潮澎湃。”次仁群忠激动地说，

“我们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甘
孜州成立70年来得荣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十年
来，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作
为一名甘孜儿女，我为生活在这
片热土感到非常自豪。”

青羊区援藏奔都乡莫木上
村驻村干部李沁在电话中对记
者说：“这次有幸作为演职人员
参加庆祝大会的群众文艺演出，
我切身感受到了现场浓厚的庆
祝氛围和藏族文化的无限魅力，
祝愿大美甘孜明天更加美好。”

县融媒体中心 黄颖

甘孜日报讯 昨（17）日上
午，炉霍县干部群众以不同方式
收看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70
周年庆祝大会直播。

70 年来，炉霍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历史巨变。如今的炉霍，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经过各族干部群众的
共同努力，实现了脱贫摘帽，炉
霍干群欢欣鼓舞，展望未来，信
心满怀。

该县县委统战部干部田玉
蛟告诉记者：“中央有关部门
领导、省委书记彭清华等省领

导亲临康定，出席甘孜藏族自
治州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足
以说明党中央、省委、省政府
对甘孜州的关心关怀和高度
重视，这也让我们倍感振奋。

《圣洁甘孜·筑梦新时代》文艺
演出中，18 个县（市）演员的精
彩表演，无不反映出脱贫摘帽
后，甘孜儿女满满地幸福感、
成就感、获得感。虽然不能到
现场观看，但我们依然在心里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甘孜
州明天更美好。”

县融媒体中心 蒲寅堃 马玲

甘孜日报讯 昨（17）日上
午，理塘县干部群众通过电视、
电脑和手机，收看了甘孜藏族自
治州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直
播，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个舞跳得不错、理塘代
表队出场了、亚东的歌还是那么
具有穿透力……”理塘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大厅内的 LED
屏，现场直播了甘孜藏族自治州
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吸引前
来办事的群众驻足观看并分享
喜悦。在偏远的哈依乡哈依村，
全村党员集中在村活动中心收
看庆祝大会直播，听了省委书记
彭清华的讲话，党员们深受鼓
舞，表示将带领村民在脱贫奔康
的道路上，发挥好先锋模范作
用，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理塘县纪委退休干部昂旺，
早早地打开电视，一边喝着醇香
的酥油茶，一边收看着直播。与
共和国同龄的他，少年时代经历
了甘孜解放、农奴翻身，他从一
名放牛娃成为一名小学生、一名
国家干部，见证了甘孜州一步跨

千年的历史奇迹。“今年是甘孜
州成立 70 周年，现在的幸福生
活真是说也说不完，城市越来越
漂亮、交通越来越方便、住房越
来越舒适、吃的越来越丰富，不
用担心就医难、上学难……”昂
旺扳着指头兴奋地述说新变化。

在木拉镇马岩村五粮液援
建理塘极地果蔬（香菇）基地务
工的兄兄，趁午休时间，用手机
回看了直播。他说，前些年，由于
妻子和大儿子生病，医药费每年
要1—2万元，加上缺少劳动力，
日子过得很艰难。种青稞、土豆，
到山上挖虫草、松茸，这是以前
他们全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基地
建成后，他和村里贫困户的生活
迎来了转机。如今，兄兄和儿媳
妇都在香菇基地工作，每人每月
的工资有 3500 元。妻子和儿子
的病也有好转，生活慢慢有了起
色，去年家里的收入达到 12 万
元。现在不但脱了贫，还有稳定
的务工收入，兄兄相信他们今后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文/图

甘孜日报讯 昨（17）日上
午，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
年庆祝大会在康隆重举行，甘孜
县各族干部群众怀着无比激动
的心情收看了同步直播。

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要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以建州 70 周年为契机，
戮力同心、继续奋斗，立足本职
岗位砥砺奋进，不断开创甘孜
发展新局面，为描绘好新时代
甘孜改革发展新画卷贡献一份
力量。

甘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
部洛绒拥珍说：“听了各级领导
的致辞和讲话，我们深切感受到
了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对甘孜州的深情厚爱和亲切关
怀，也为 70 年来甘孜州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无
比骄傲和自豪。”

“收看了庆祝大会，聆听了中
央、省、州领导的讲话，使我备受
鼓舞。”甘孜县公安局民警陈腾
文说，“作为一名公安干警，我要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以扎实的工
作作风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尽责、无
私奉献，以实际行动书写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

扎科乡协巴村贫困户班错
满心欢喜地说：“今天的庆祝活
动丰富多彩，回顾甘孜州成立
70 年来，身边发生的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们心中满怀对党和国
家的感激，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
越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县融媒体中心 则玛拉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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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昨（17）日上午
8:40，当上课铃声响起，丹巴县
城区第一小学的学生在老师的组
织下，摆放好笔记本，静静等待甘
孜藏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庆祝
大会直播开始；上午 9 时，庆祝大
会正式开始，学生们聚精会神认
真收看。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
们全体起立，举手行队礼；伴随着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学生们
怀着无比激动地心情齐声高唱国
歌。庆祝大会现场，中央、省、州领
导的讲话，回顾了甘孜州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党的民族政
策光辉照耀下，波澜壮阔的发展
历程和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奇迹，
为甘孜州的未来发展勾画了美好
蓝图。之后的群众文艺演出《圣洁
甘孜·筑梦新时代》精彩不断，第

一篇章《见证变迁》开篇，红旗漫
卷迎风飘扬，让人热血沸腾；大地
迎春冰雪融化，催人奋进；时代凯
歌声震雪域，一片欣欣向荣的景
象；第二篇章《雪域筑梦》中，踢踏
声声赞家乡，高原处处满幸福；康
定情歌传妙音，茶马古道颂历史；
丹巴锅庄传佳音，嘉绒儿女齐欢
颜……精彩的演出赢得学生们的
阵阵掌声。

“听了领导们的讲话，让我们
对甘孜州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也对甘孜州的发展前景充满了
期待。作为新一代的少年儿童，我
们应常怀感恩之心，努力学习，长
大后，为建设家乡作出自己的贡
献。”该校六年级二班学生巴玛拥
青激动地说。

县融媒体中心 杨全富
卿文燕 文/图

◎县融媒体中心 刁海瀚 文/图

连日的阴雨初霁，清晨旭日
洒在石渠扎溪卡草原上，照得人
暖洋洋的。尼呷镇阿弟村年近 80
岁的贡洛和家人今天比往常起得
更早，贡洛说：“今天是个特别的
日子，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一
大早，贡洛老两口和女儿、女婿把
家从里到外收拾了一遍，摆上准
备好的糖果酒水，烧上一壶香喷
喷的酥油茶，邀上三四个亲友，赶
在九点前忙完一切，一家人便等
在了电视机前。“活了大半辈子，
能看到庆祝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盛典，虽然不能到现场
去，但我们也一样打心底里感到
高兴、激动。没有甘孜这 70 年的
飞速发展，就没有我们如今的幸
福生活，以前的日子和现在的日
子完全没法比，这都是几十年来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我也算是甘
孜 70 年发展的见证者。”说完，贡
洛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在得知甘孜州成立 70 周年
庆祝大会播出时间后，菊姆村的
土登拉西头一天就把手里的事
情处理妥当，并向合作社请了半
天 假 ，准 备 和 家 人 在 家 收 看 直
播。在看到石渠代表团踏着欢快
豪迈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真达锅庄步入会场时，土登
拉西坐直了身体激动地说：“今
天是全州人民的大喜日子，也是
我们一家的大喜日子，我们家的
一个亲戚有幸能到康定参加演
出，我们都感觉脸上有光，我们

知道只有国家富强我们的生活
才会越来越好。拿我来说吧，以
前我们一家还住在帐篷里，过着
风餐露宿、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
活，别说收看电视了，吃饱穿暖
都成问题，你看现在，我们住上
了小洋房，电视机、电冰箱、洗衣
机等家电一应俱全，家里畜产品
有太阳部落农畜土特产公司定
点收购，不愁销路，前几年我还
参加了我们村的情定高原乡村
旅游合作社，接待游客、接办婚
庆，收入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甘孜州成立 70 年来
的发展变化，从我们自己身上就
能感受到，这些都是国家惠民政
策带来的红利，我们一定会坚定
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为共襄盛举，同贺州庆，石
渠县组织各部门干部职工，收看
了庆祝大会直播，聆听中央和省
州委对全州各级干部职工的新
期盼、新要求。“我到石渠工作有
8 年了，在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
短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真正地
把石渠当作了我的家，把甘孜州
当作了我的第二故乡，从初来乍
到的茫然，到如今和当地群众成
为一家人，我看到的不仅有甘孜
的物华天宝和旖旎风光，更有甘
孜各族儿女团结一心、自强不息
的精气神。”来自阆中的石渠干
部陈晓涛说，“庆祝大会上，省委
书记彭清华的讲话，不仅让我们
感到骄傲自豪，更激励我们每一
个人要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
平凡的业绩。”

石 渠 县

丹 巴 县

甘孜县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

理塘县干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

丹巴县城区小学学生收看庆祝大会盛况。

石渠牧民贡洛和家人在家中收看庆祝大会电视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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