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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我国考古

工作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我国考
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
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
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
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
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文章指出，要做好我国考古工
作和历史研究。第一，继续探索未

知、揭示本源。第二，做好考古成果
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第三，搞
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四，
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

文章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
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
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
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
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据新华社

《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甘孜：最好的“虫草”在学校

甘孜日报讯 11 月 26 日，州农
牧农村局组织召开冬春季蔬菜保供
基地建设推进会。会议通过视频方
式，对我州冬春季蔬菜保供基地建
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布置。

会上，通报了五个冬春季蔬菜
保供基地建设情况，进一步强调了
蔬菜保供基地的选址要求、建设内
容、保障措施等。州级蔬菜专家指导
组还就冬春季大宗类蔬菜品种选
择、品种搭配、茬口衔接、棚建标准、
棚内农业机械使用及农作物废弃物
的处理等作了详细讲解。会议要求，

五个县要按照“逐年有产出，五年内
建成覆盖南路、北路的蔬菜保供基
地”的思路，对接“十四五”现代农业
发展规划和“圣洁甘孜”蔬菜产业振
兴推进方案，在11月底前制定完成
冬春季蔬菜保供基地实施方案，并
报州局备案。

州级蔬菜专家指导组成员，巴
塘、理塘、甘孜、炉霍、石渠五个县
分管副县长、县农牧农村局局长、
总农艺师及蔬菜产业技术人员等
参加会议。

记者 李娅妮

我州
狠抓保供基地建设
确保冬春蔬菜供应

初冬时节，坐落在道孚县各卡乡
的龙普村，早晚寒气逼人，但永林每
天都要到村上的温泉别墅建设现场
转转。看着十栋别墅即将建成，他心
里生出个强烈的想法——“以前想的
是自己家怎么脱贫，现在要全村人都
致富才好呢！”

按藏历计算，永林已经80岁了，
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之一，也是见证
村子变化、感触最深的人。

龙普村所在的龙普沟，是一条斜
卧在两山之间的干旱沟谷，坡度大、
耕地少，山脚有温泉。过去这里交通
闭塞，没有产业，人们靠天吃饭，直到
脱贫攻坚工作开始之前，该村被当地
干群形容是“沟深坡陡耕地少，守着
温泉钱难找”。

永林告诉记者，在解放以前，龙
普沟的群众要向土司或寺庙租地来
种，土地产量低但地租高，大家基本
上都吃不饱、穿不暖，有些人交不起
租，就沦为了农奴。他的父亲是从内
地到道孚安家的汉族，会烤酒技术，
能让一家人勉强糊口。解放后，其父
亲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在村里开
了不少荒地来种。父亲那句“人勤快
就一定有出路，人懒惰就活该捱饥受
饿”也成了永林自小的“座右铭”。

受父亲教育，永林一辈子吃苦耐
劳，但受客观环境制约，他的生活却
改变得很慢，辛苦半辈子也只修了两
间土木结构的房子，不仅用水、用电
不方便，而且有地质灾害风险，他的
两个儿子也没能入学读书。“以前全

家守着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过日子，不
冷、不饿就行了，哪顾得上读书、治病
这些？”

与永林的回忆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他一家人目前的生活境况。

记者日前来到永林家中看见，他
家的住房面积大约有300平方米，院
坝里种着鲜花，停着一辆轿车、一辆
面包车和一辆摩托车；客厅里摆放着
精巧美观的藏式家具，茶几上摆放着
各种水果、饮料和小吃，电视、冰箱、
洗衣机、电热水等现代电器也应有尽
有。老人告诉记者，他一家是2017年
享受易地搬迁政策，从几公里外的半
山腰，搬到村子中心位置来的。

当被问到“你们购置了这么多东
西，有没有欠账”时，老人笑着说：“手
上没有存款，也不会买车嘛！”看着记
者疑惑的眼神，他算了一笔账：两个
儿子在外打工，每月收入 9000 元左
右，儿媳妇在村里的温泉房打扫卫
生，一年工资6000元左右；村上鼓励
大家种油菜、黄花和青稞，除去自用，
一年能卖 6000 块钱左右；吃不完的
酥油可以卖钱，偶尔还出栏一些牲
畜；每年挖虫草、拣菌子，能有30000
元左右收入；年底村里的集体经济分
红有1500元；每年草补、林补还有一
笔不错的收入……一年下来全家的
现金毛收入有15万左右。

永林算的账，既是他一家人的，
也可以说是全村人的。曾经“穷名远
扬”的龙普村已在2018年脱贫摘帽，
2019年全村人均收入已经突破了万

元大关。
谈到自己一家和村里这几年的

华丽蜕变，永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脱贫全靠党的政策好，奔康还要自
己加油干！”老人说，过去龙普村群众
穷就穷在没有文化和没有产业上。这
几年，村里修了水泥通村路、连户路，
用上了稳定的电、自来水和通信网
络，安了路灯，进行了风貌改造和移
风易俗，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和医疗
保险政策全面落实，以观光农业+温
泉休闲的现代产业已经顺利起步。生
活环境改善、对外联系加强后，全村
人脱贫致富的意愿也大大加强，全村
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永林的说法得到了今年 49 岁、
当了13年村支部书记的罗绒拉姆的
佐证。她告诉记者：“我们这里土地资
源少，以前大家只晓得在土地上找生
活。20年前村里是黄牛拉车，大家几
天才吃一顿米饭，一个月吃不上两次
肉，有次我差20块钱，问遍了全村人
都没借到。大家过久了穷日子，就很
消极，不愿意主动找出路，也不相信
党和政府，村支部想发展个党员都很
难。现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挣钱致
富，有的外出打工，有的跑运输，青少
年都在读书；家家户户挂五星红旗和
领导人画像，大家竞争入党也成了村
里风气。”

现在，永林的儿子、儿媳都在勤
劳挣钱，几个孙子都在努力读书，一
家人“各司其职”，过着小康生活。采
访中，老人告诉记者：“我每天都去看

村上温泉别墅的修建情况，因为这是
我们全村致富的希望，靠着国家的好
政策，我一家人脱贫了，我现在的愿
望就是全村人都能致富。”

永林口中的温泉别墅，是道孚县
在龙普村实施的产业富民项目。省公
安厅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冯震介绍，
省公安厅自对口帮扶该村以来，就把
培养当地的“造血功能”作为根本目
的，并结合该村临近县城和交通干
道，有高品质温泉和红色文化与户外
旅游基础的实际，为其确定了“农旅
结合”的产业发展方向。此前，省公安
厅就支持龙普村，进行了风貌改造，
成片种植了黄花和桃林，建设了游客
接待中心。以前该村的温泉资源由私
人开发、管理混乱，收入不高还经常
引发群众矛盾；后来收归国有，改造
了两个温泉池，打造了 8 个温泉房，
作为村集体经济，2019年收入60余
万。目前，道孚县正在该村打造温泉
山庄，计划投资300万元，建设10栋
集餐饮、娱乐、休闲、康养于一体的温
泉别墅，有望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对于永林希望温泉别墅项目助
推龙普村全村群众致富的想法，冯震
认为是可能实现的。他说：“我们村是
资源入股，全村群众都是直接受益
者，项目运行后能从就业、分红、特产
销售等方面给群众带去直接好处。更
重要的是，项目运行后，能带动全村
干群解放思想，学习新技术、开拓新
业态，激发创收致富的热情，进而使
该村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从一家脱贫到全村致富

八旬老人的心愿◎甘孜日报记者 刘小兵

为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引领节约用餐的良好风尚，11月25
日，白玉县中学开展了以“光盘行
动 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千名师生
签名活动。图为师生们在横幅上签
上自己的名字。

白玉县融媒体中心
邓珠拉姆 摄影报道

前几日，听闻落水者被湍急的大
渡河水冲离河岸，没有思考，没有惧
怕，没有冷漠，杨兵焦急地呼喊着疾步
奔向岸边，脱去大衣冲入大渡河中。

时隔两日，在杨兵家中，笔者问
及救人的一瞬间，他想到了什么？杨
兵说，我想到了自己的娃娃。

杨兵，中共党员，48岁。1995年，
杨兵和王加俊结为夫妻。新婚不久，伴
着啼哭，儿子杨宇轩呱呱坠地，来到了
这个甜蜜幸福的家庭。杨兵喜极而泣，
用双肩扛起了照顾妻儿的责任。他四
处奔波，用辛劳和勤恳为家庭创造了
他力所能及提供的最好的物质条件。

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看着
儿子一天天长大、一步步成才，夫妻俩
心中满是欣慰。本是岁月静好，奈何病

魔无情地夺走了儿子的生命。面对残
酷的现实，夫妻二人伤心欲绝。那时的
杨兵满腔悲愤，既无力、无奈又无助。

11月26日下午4时，城南大桥传
来嘈杂声，听闻桥下有人落河，好像是
一个孩子。杨兵义无反顾，下河救人。

“当时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还没
有赶到她就被水冲出去了，如果冲起
走了就救不到了。”杨兵来不及脱去
衣裤，冲进湍急冰冷的大渡河水中，
和另一名施救者相互鼓励着前进。河
水冰冷刺骨，水下的石块高低不平，
河水时而没过他俩的胸口，他俩深一
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只感觉呼出的
热气是温暖的。前行数百步后，杨兵
终于接近落水者了。

“接触到这个落水者的时候，王星

和我对她说，‘你不要害怕，放心已经没
事了，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你救到岸边’，
她也就很配合，一点都没有乱踢乱动，
返回的途中都走了六七米远了，她才把
她的口罩扯下来，脸色很苍白，这时候
我看清楚了是位女士。”杨兵和王星挽
手环抱着落水者，一步一步返回岸边。
惊险12分钟，落水女子终被成功营救。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别人有困
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助。我觉得生命有
可能被随时叫停，但拥有的时候哪怕
只有一刻都要好好珍惜。”落水者是大
家的眼中陌生人，但她一定是别人家
的女儿、至亲，这一刻也一定会有家人
担心。杨兵很欣慰，因为自己及时地伸
出了援手，一个生命得以挽救，一个家
庭不会经历他曾经的悲怆痛苦。

爱国情
奋斗者

图片
新闻

◎县融媒体中心
何荣川 姜晓丹

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情之一，是当
你遭遇危机或困难时，有人恰逢其时
为你挺身而出。

“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爱帮忙的、
热心的人，上次门口有个三轮车上坡时
拉的东西掉出来了，他两步三步跑上去
帮人家装好，还帮忙把三轮推上坡。”泸
定市民高诚口中所说的这位“热心肠”，
就是前几日见义勇为，在大渡河营救落
水女士的王星。从学前班同班同学到现
在，20多年相知相惜，两人情同兄弟。

营救落水者后，王星的第一个电
话打给了高诚。“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在成都，我感觉他声音有点抖，我就

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他在换衣服。我
说怎么了，他说你差点看不到我了，城
南大桥有个人落水，我去救她了。我说
你人没得事嘛，他说没得事，落水的那
个人也没得事。虽然我狠狠地为他捏
了一把汗，但我也为他自豪，他这种见
义勇为的行为值得赞扬。”

1992 年，王星出生在泸桥镇建
设村，高职毕业后，为了能更好地照
顾家人，他回到泸定工作。几年来，他
当过协警，也和朋友一起创过业，如
今驾驶着出租车，方便市民出行。

王星的父亲王福贵当过兵，生前
多次被村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虽然

父亲过世了，但父亲乐于助人的好品
质时刻影响着王星。王星的母亲詹代
琼谈起丈夫和孩子，一脸骄傲地说：

“不管任何人找到他爸爸帮忙，他都
是义不容辞地就去帮忙。他们两弟兄
的性子就和他爸一样，不管对朋友或
者社会，他都优先考虑到别人。”

自从王星见义勇为的事迹传开
后，越来越多的人被他深深感动。面
对大家的点赞，王星十分谦虚，”对于
我来说，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现在
生活富足、社会和谐，大家都在传播
正能量，作为新一代的我们，更有责
任把这份正能量继续传递下去。”

杨兵：为了素不相识的“亲人”

王星：做跟父亲一样的热心人

满满的正能量
记营救大渡河落水者的“泸定好人”

11月26日，泸定大渡
河畔，出租车司机、农民、
执法人员、个体户，一个个
平凡的人为拯救一个落水
的生命，先后冲进冰冷的
河水中。落水者与我们素
不相识，却是他眼里的“亲
人”。在寒冷的冬日里，他
们是一把温暖的火，给陌
生人带来温暖；他们是一
颗炽热的心，驱走胆怯和
冷漠；他们是一块精神的
路标，指引我们走向正义。
他们用实际行动，对“见义
勇为”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在众人的称赞声中，笔者
走进他们，了解其中两位
“泸定好人”的生活轨迹。

（上接第一版）
肖芳人生的变化，是许多藏区

学生成长的缩影。据统计，超过九成
的“9+3”计划学生来自基层农牧民
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占到
17%以上；经过 3 年的学习，39%的
毕业生月收入超过3000元，真正实
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边远牧区的教育布局，决
不能撒胡椒面儿”

“校长，这多出来的 84 个孩子
咋办呀？”

今年秋季学期，道孚县八美镇
九年一贯制学校一年级原计划招生
两个班，结果开学报到当天，竟然来
了足足 4 个班的娃娃。咋多出来这
么多孩子？收还是不收？一道道难题
摆在校长达瓦让布面前。

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些“多出
来”的孩子都来自牧区，本应在本村
或邻村读小学低年级。但牧区人口
分散，牧民们冬季聚居在山谷，春夏
则赶着牦牛在山野间游牧，娃娃们
要想去学校，躲不开少则几公里、多
则十几公里的山路。此外，多数新生
都有哥哥姐姐在八美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寄宿读高年级，家长认可学校
的教学质量和日常管理，就把弟弟
妹妹们也一起送到了这里。

“既然家长信任学校，我们一定
要安排好老师，教好、照顾好这些牧
区的孩子！”达瓦让布斩钉截铁地说。

据统计，甘孜州共有 385 所寄
宿制学校、14.1万名寄宿生，从小学
到高中，都有近八成学生在校寄宿。
在寄宿制学校，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条件有保障，吃得好、睡得香，家长
再也不用为送娃上学担忧，也便于
控辍保学工作的开展。建设规模集
中寄宿制学校还能有效改善办学硬
件条件和教师生活条件，有效解决
了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编制结构性
不足、队伍不稳定问题。

“在边远牧区，教育布局决不能
撒胡椒面儿！只有采取适度规模集
中办学方式，才能让更多学生接受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敖春玲说，
甘孜州在推进“一村一幼”或“多村
一幼”的同时，把小规模、低质量村
小的学生向乡中心校集中，把小学
高段和初中学生向城镇、片区寄宿
制学校集中，把高中学生向甘孜州
东部低海拔地区相对集中，此外还
在理塘县高城镇、雅江县呷拉镇等
地建设了11个规模集中教育园区。

达瓦让布告诉记者，为了帮助
低年级的孩子适应寄宿生活，该校
每名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
还担任4至8名学生的爱心老师。周
中，爱心老师会协助宿舍管理员照
顾学生的饮食起居，周末，爱心老师
还会把路途较远、不方便回家的学
生叫到自己家中或教师公寓，辅导
作业、改善生活。

教师拥根初今年带一年级新生，
在她负责的爱心寝室里，有3名来自
扎坝地区学生。为了帮助这些学生尽
快适应寄宿生活，她请高年级的扎坝
学生来翻译，大事小事事事关心，经
常带着学生唱歌跳舞，努力和他们打
成一片。此外，当地政府还通过公益
性岗位安排了一名懂汉语的扎坝成
年人长期驻校，搭建起寄宿学校和扎
坝家长之间的沟通纽带。

“开学不到两个月，这些娃娃已经

爱上了校园生活！”拥根初高兴地说。

“改变孩子们命运的，不只
是一块屏幕”

从成都市到康定市，开车最快也
要3个半小时。但从成都七中教师提
问，到康定中学学生回答，一分钟都
用不了。这，就是教育信息化的力量。

2002年，直播式远程网络教学
走进甘孜州，康定中学、泸定中学率
先试点。近年来，甘孜州投入近4亿
元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建设“康巴
网校”智慧教育云平台，陆续引进成
都七中、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成都市
实验小学和成都市机关三幼的优质
教学资源，同时根据各个学段学生的
年龄特点和接受程度，构建了高中直
播式教学、初中录播式教学、小学植
入式教学和幼儿园观摩式教学等多
种教学模式。如今，甘孜州有44%的
教学班级都在开展远程网络教学。

一块屏幕，仿佛为乡村少年插
上了梦想的翅膀，许多人都在问，教
育信息化会不会是贫困地区教育发
展的捷径？

康定中学直播办公室负责人、英
语特级教师程远友坦言，要缩小贫困
地区与大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信息
化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也不能过
分夸大网课的作用。表面上看，通过
网络，贫困地区学生可以和城市学校
学生上一样的课，但边远牧区的学生
基础差、底子薄，远程网络教学必须
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

“这不只是‘一块屏幕’那么简
单，不仅要把内地的优质资源变成
教师自己可以利用的优质资源，更
要把教师自己的优质资源变成全州
都可以利用的优质资源。”甘孜州教
体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何光
良说。

“内地的”变成“自己的”，再变
成“全州的”，甘孜州是如何做到的？

一是教师二次备课。丹巴县第
二初级中学语文教师邝明华介绍，
远程网络教学讲究“增、减、省、补”
四位协同，在优质校课程资源的基
础上进行二次备课，增加基础内容，
删减过深内容，在录播中省略学生
自主学习内容，补讲学生不易理解
的内容。康定市姑咱镇片区寄宿制
学校数学教师尹建琼则认为，小学
生看屏幕太久，注意力很难集中，直
接上网络直播课很难保证课堂质
量，所以教师需要提前学习网课资
源，再把其中好的教学方法“植入”
到本土课堂。

二是“康巴网校”云平台。甘孜
州电化教育馆副馆长曹明清解释
说，甘孜州以“内地优质带动州内优
质”的 A 平台为基础，搭建“州内优
质带动州内薄弱”的B平台。像康定
中学初中部既是 A 平台的远端学
校，吸收借鉴成都的优质教学资源，
又是 B 平台的前端学校，把本校优
秀教师的课程视频传送给州内其他
15所学校。

“要实现从‘内地的’到‘自己
的’再到‘全州的’，网班教师的工作
量比普通班教师多得多。一名青年
教师跟着名师学 3 年，不仅能掌握
学科重难点，更学来了名师的思想
和精神。”在程远友看来，远程网络
教学大大缩短了青年教师的成长周
期，只有贫困地区师资力量强了，才
能真正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