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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档案见证甘孜，岁月
凝望变迁。6月9日是第十四个国际档
案日，州档案馆在康定情歌广场举办
了“印记100—百年百档”主题展览。

活动采取展板宣传、发放档案
资料及现场咨询等方式，向广大群
众普及档案知识，宣传档案法规，在
建党 100 周年前夕，以丰富翔实的
史料、图片等，让我州广大群众接受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民族团结进步史教育。
驻足观看展览的市民周先生边看边
说：“展览让红色档案走进普通人视
野，让大家了解甘孜州的‘前世今
生’，为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提
供了丰富翔实的红色教材。”

据州档案馆负责人介绍，这次
展览面向社会公布了首批100件川
渝地区档案馆馆藏红色珍档，主要
展示了红军长征过乡城时留下的锦
缎档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时
的组照档案、中华苏维埃波巴人民
共和国中央政府印章档案，包括图

片、珍档简介等。
今年，我州档案部门围绕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主题，以
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以丰富“五
史”宣传教育内涵为着力点，坚持

“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
职能职责，采取“线上+线下”“理
论+实践”的方式，用档案讲好红色
故事、用档案汲取精神力量、用档案
弘扬优良传统，做到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通过挖掘馆藏红色珍档资源，
依托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
体平台，及时发布我州红色珍档故
事，并拓展到全省范围内的“印记
100红色珍档云宣讲”范围；积极开
展“五史”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利
用州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
展呈，积极宣传革命先烈在革命时
期的崇高精神，活动通过讲好红色
故事、讲好甘孜故事，充分展示档案
工作的重要性，在全社会营造“知
档、爱档、建档、护档”的氛围。

见习记者 代德凤 文/图

讲好红色珍档故事
汲取团结奋进力量
州档案馆开展“档案话百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甘孜日报讯 6月8日，白玉县档
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揭牌。

仪式上，该县档案馆负责人及
基地项目负责人简要介绍了白玉县
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该县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指出，
白玉县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打造了
一个集存史、资政、教育功能为一体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旨在展现建县70
年来的历史变迁，为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建立一个追忆历史、忆苦
思甜，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载体。各相关部门要
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全
力服务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围绕
党史学习教育举办建党100周年主题

展览，发挥档案馆资政育人的公共服
务功能和档案资源优势，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

据了解，该县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充分利用档案资源和党史、地方
志的研究成果，以展览图片、场景和
实物等形式，综合展示白玉县悠久
的历史、优美的环境、多彩的民族文
化和巨大的发展成就，使之成为白
玉县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成就
和地域形象展示的传播平台。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展示内容主要分为史
海回眸、峥嵘岁月、白玉新象、天然
之地、民族记忆、宁玛祖地、七大战
略、重大事件、对口帮扶九个板块。

县融媒体中心 王颖

白玉县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九龙县法院

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
深走实，近日，九龙县法院组织干警
到泸定县磨西红军长征纪念馆、红
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开展红色主
题教育，通过聆听党史故事、重温入
党誓词等方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红色基因，固初心、担使命。

干警们先后参观了磨西红军长
征纪念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大家认真阅读墙上的革命历史图片
故事，仔细瞻仰展出的党史文物，并
通过聆听讲解员详细解说，深入了
解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
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激
战腊子口、胜利会师等重要历史事
件。一段段感人至深的事迹、一幅幅
弥足珍贵的照片、一件件历经硝烟
的史物，让大家灵魂深处受到一次

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
在庄严肃穆的红军飞夺泸定桥

纪念碑前，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敬献花篮，向英烈们集体默哀，并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本次红色教育活动是该院将党史
学习教育融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一
次生动实践。通过参观学习，让干警们
进一步清楚了“来时路”，并认清了“未
来路”该如何走。干警们一致表示，要
传承红色血脉，继承和发扬好我党的
革命斗争精神和优良传统，以更加坚
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忠诚奉献于工作岗位，不
断推进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党和
人民的司法审判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

邓跞

红军长征时期
甘孜州建立的两个苏维埃政权

党 史 小 知 识

州委党史研究室 甘孜日报社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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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县苏维埃政府，建立
于1935年10月下旬，11月下
旬，即改称格勒得沙政府，属格
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
导。下辖11个区、乡、村政权。

金汤县苏维埃政府，1935
年11月在汤坝成立。由四川省
苏维埃政府领导。金汤县苏维
埃政府下辖汤坝、鱼通和岚安
苏维埃政府。

图为活动现场。

“粽子3元一个，甜味咸味都有，鸭
蛋味道也不错，大家慢慢选。”6 月 10
日早上9点，在东关菜市场，商贩李燕
一边忙着招呼客人，一边电话联系爱
人多拿些粽子到摊位。

李燕是雅安人，自前年成为康定
媳妇后，她就在东关菜市场做起了生
意。“今年粽子特别好卖，我们家用料
很足，除了散客还有老顾客专门预定，
这段时间每天早起晚睡很累，但很值
得。”李燕告诉记者，为保障每位顾客
都能买到粽子，她和爱人已经包了700
多个粽子，按照目前的趋势，可能还要
补充一批粽子。

提着两袋沉甸甸的粽子，康定市

民王志兰满脸笑意。“上班太忙了，没
时间自己包粽子，直接到菜市场买很
方便。”王志兰说，两袋粽子一袋准备
自己享用，一袋打算寄给在道孚上班
的朋友。端午节是我国传统佳节，都说
端午安康，这两袋不仅是美味，也代表
着平安健康，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大家
都越来越好。

除开香味十足的粽子，记者还在
东关菜市场发现了端午必备品——艾
草。鲜嫩的艾草被扎成捆，有序摆放
在各自“阵地”上，商贩王军告诉记
者，本打算端午节当日才售卖艾草，
前些天总有顾客询问何时卖艾草，为
方便广大顾客，自己干脆提前卖起了

艾草。记者了解到，艾草可以驱蚊蝇
虫蚁、净化空气，还可以做菜肴和食
品香料，也许是出于这些原因，顾客
对艾草情有独钟。

在一些摊位上，记者还见到了当
归、黄芪、蒲公英等，以及用小纸包着
的雄黄。买好蔬菜和一大袋蒲公英
后，康定市民斯郎措对记者说：“端午
节百草都是药，多买点自己需要的准
没错，去年我就少买了蒲公英，今年
必须补上。”

粽子的香味弥散在整个菜市，一
声声的吆喝、一句句的讨价还价继续
着，在一片热闹而祥和的氛围中，端午
的脚步更加近了。

粽香四溢话端午
我州端午节氛围渐浓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

端午节的
中华性格和
道德感召力

洗粽叶、备馅料、包粽子……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行走在康定街头，处处洋溢着浓

浓的节日氛围。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天中节等，该节源于自然天象

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其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

的文化内涵。

当多数人忙着迎接端午，憧憬端
午假期放松身心时，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做好了坚守岗位，保障大家平安有
序过节的准备。他们就是端午节留岗
值班人员。

“今年端午节又不能陪您了，端
午节前后乘客出行量增多，我得和同
事们并肩作战。”6 月 9 日晚，和父亲
通完视频电话，李波满脸愧疚。作为
康定市新川藏运业公司的一员，李波
深知确保乘客安全出行的重要性，于
是主动接过了端午节值班的重任。他
告诉记者，做好车站疫情防控、强化
安全关键环节盯控、提升客运服务质
量等工作都很重要，必须打起精神，

以更高要求严格自己，全力保障端午
小长假期间旅客们平安、有序、温馨
出行。

“每到节假日，客户最担心故障报
修、宽带业务升级等突发情况得不到
及时处理，今年端午节值班时我需要
多注意这些问题。”康定市电信公司
工作人员次仁志玛表示，为电信事业
贡献力量是自己一直以来坚守的初
心，节假日坚守一线，第一时间帮助
客户排忧解难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95 后交警巴姆则表示，节假日值
班守岗是每个新人必过的关卡，自己
得勇敢面对。为做好端午节值班工作，
她还专门向前辈请教并做好笔记。“这

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在节假日值
班，希望一切都顺利，也祝福大家端午
安康，开心过节。”巴姆补充说。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州接
待 游 客 114.6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58.56%。根据这一数据，木雅圣地景
区工作人员马体预计我州端午节旅游
依旧火爆，为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广大
游客的到来，马体打算再次坚守岗位。
马体说，木雅圣地景区能得到游客的
一致好评，离不开相关工作的有效落
实，端午节期间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
时，还要抓牢疫情防控，做好体温检
测、健康码核实等工作，并做好景区内
公共场所的消毒。

端午节到了，超市里
林林总总来自东西南北各
地不同口味的粽子，让消
费者不知道挑哪一种才
好。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
在端午节这样的传统节日
蕴含的历史文化元素，各
地龙舟激烈竞技场面，让
人难以忘怀。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
里，端午节是个内涵独特、
充满英雄主义和集体荣誉
感的节日。中国民间关于
端午节这天划龙舟、包粽
子的传说，都与屈原联系
在一起。两千多年来，至情
至性、追寻真理上下求索
的屈原，广为全球华人传
诵，他的爱国精神已经融
进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端午节的文化民俗活
动，要数龙舟竞赛最吸引
人。龙舟竞赛被认为是中
国传统体育里最激烈、最
有集体精神的竞技运动。
在竞赛现场，雷鸣般的铿
锵锣鼓，彩旗猎猎、人声鼎
沸、浪涛汹涌的竞赛过程，
还有岸上观看的男女老幼
人人为之振奋欢呼的表情
……更有那些千里挑一的
龙舟划船手和掌舵手们，
个个威武健壮、气宇昂扬，
散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勇争上游的气质。

端午节的民俗文化，
在历史上最早孕育于南部
中国的江河湖泊地区，千
百年来积淀、熔炼成了全
体中国人刚毅坚卓、不屈
不挠的性格和气质。

教化气质、陶冶情操、
奋发向上，以及集体的荣
誉，始终贯穿在今天端午
节的民俗活动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
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
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
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
大力量。要化解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
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
陶、教化、激励作用。”

端午节的性格和气
质，历经千百年的坚守，变
为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变
为每个中国人文化自信的
基石。“德不孤，必有邻！”
道德和文化的力量具有强
大的正外部性，它在个体
之间互相激励，在群体之
间形成沟通的纽带和桥
梁，在国与国之间赢得尊
重和理解，在开放的世界
中获得广泛共鸣。

◎杨春阳

热闹菜市氛围浓

端午文化进校园
“知道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乐于了解端午节的风俗和来历；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产生初步的爱
国情怀……”在端午节来临之际，为让
孩子们上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州幼
儿园中三班的教师胡元霞很早就在备
课本上写下了这个教学目标。6月9日
上午，按照该教学目标，胡元霞给孩子
们讲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让孩子们
进一步接受传统文化熏陶。

胡元霞告诉记者，结合端午节，针
对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来
设计主题活动内容，既能锻炼和发展
幼儿的动手能力，又能增进幼儿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兴趣，同时还能
让他们增强民族自豪感。

在康定中学高二十一班，班主任
彭飞则通过主题班会让学生们重温端
午节相关历史文化。在彭飞看来，围绕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以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把爱国主义教
育和庆祝端午贯穿起来是此次主题班
会最大的亮点，班会在让学生们深刻
认识我国传统节庆的同时，还有助于
他们调整心态、缓解紧张情绪，更好备
战明年的高考。

“端午节的叫法居然有 20 多种，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让我突然明白
相对于过‘洋节’，了解知晓我国传统
节日才是关键，以后我会加强这方面
的学习，争取回家后给弟弟妹妹也普
及下相关知识。”班会结束后，高二十

一班学生次乃根青有了此番感叹。
据了解，近年来，每到端午节，我

州各大幼儿园、中小学都会开展诗歌
朗诵、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为我州青少年儿童更好了解
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打下了坚实
基础。

“学校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场所，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开展
相关活动很有必要。”州教育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端午节代表着国家和民
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人们的基
本价值观，蕴含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
年的历史文化，学校充分认识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让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
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值得肯定和提倡。

节日坚守我在岗

图为康定市民在挑选粽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