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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1936 年 2 月下旬，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翻越艰险的党岭雪山，经过道孚县各卡乡龙普村，抵达县城，帮助道孚人民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从此，红
色的种子撒遍这方土地。藏族人民冒着风险，不顾劳累把粮食物资运到前线和红军驻地，妥善安置、掩护并照料红军伤病员。道孚县藏族群众根却志玛不惧国民党军队威
逼，掩护十名女红军，给她们治好伤。红军长征在道孚休整期间，道孚人民有的当翻译，有的做向导，有的捐生活物资，道孚人民支援红军粮食达 140 余万斤，保护伤病员红
军和遗留红军数百名。
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山上的野菜变成了珍馐美味，丰富的温泉资源让老百姓走上了致富路，鼓了村民的钱袋子，贫困村变成了示范村，80 多年过去了，在红军用鲜
血染红的这片土地上，红军故事被村民们代代相传，红色血脉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饮水思源感党恩，致富不忘共产党，如今，龙普村正发挥资源优势，努力让群众过上
更加富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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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红军走过的地方· 喜迎党的二十大
乡村故事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 图/

党建引领 激发社会治理『新动能』

◎

6 月 13 日一大早，道孚县各卡乡龙
普村村民仁青志玛将一面崭新的国旗，
升起在自家楼顶。朝阳下，鲜红的五星
红旗随风飘扬，庄严而靓丽。
“看到五星红旗，心里就踏实，对幸
福生活更有信心。”仁青志玛告诉记者，
在自家楼顶升起五星红旗的不只她一
家，龙普村全村 47 户，每家每户的楼顶
都竖着一根四五米的长杆，杆顶上鲜艳
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大山深处一
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近年来，龙普村通过“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党建引领
生态文明”为基础，全力打造党建促发
展、产业促增收、治理促平安等各类“品
牌”。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奋斗目
标。
“我们在自家屋顶升起五星红旗，
以此来表达心中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
情。”仁青志玛说：
“ 我们还要把党员身
份亮出来，不断增强党员意识，始终牢
记使命，时刻不忘党员身份，履行党员
责任义务，
树立党员良好形象。”
据了解，自该村开展“党员身份亮
出来、为民实事办起来”活动以来，全村
15 名党员主动佩戴党徽、亮出身份，积
极投身到为民办实事工作中。同时，该
村还通过党支部牵头，组建了以党员干
部、驻村工作队、公益性岗位、村民志愿
者为主要力量的应急救援抢险队、依法
治村工作队、环境卫生清洁队、医疗卫
生服务队、农牧民技能培训队等“五支
队伍”。
“五支队伍”成立以来，共化解矛
盾纠纷 20 余起，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和宣
传 100 余场次，开展技能培训 12 次，实
现了刑事民事案件零发生，信访案件零
发生，矛盾纠纷调解零反弹的良好社会
效果。该村也从以前的全县维稳重点村
变成全省“六无”平安村和全省乡村治
理示范村。
如今，唱国歌、升国旗、戴党徽，已
经成为龙普村的习惯。在村级活动室、
虫草采集点、民房楼顶、学校、广场，一
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深厚的爱国情
怀和民族自豪感已耕植在龙普儿女的
心底。

龙普村文化墙。

乡村人物

乡村风景

温泉花海地 康养忘忧谷
记道孚县各卡乡龙普村

“我已经把浴池清洗得干干净净，
你们可以放心洗浴。”6 月 11 日是周末，
从县城和炉霍县到道孚县各卡乡龙普
村温泉洗浴的客人很多。保洁人员罗绒
西日收拾干净浴池后，热情地招呼客
人。
一个浴池 25 元，大家购票洗浴，一
名来自炉霍县的客人说，她是这里的常
客，周末都带家人到这里来洗浴，这里
有山有水，有优质的温泉，一家人到这
里来放松心情。
距县城 18 公里的龙普村，共有 47
户 189 人，因温泉资源富集，该村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提升改造游客接待中
心、公共停车场、文化广场、步游道、太
阳能路灯等公共服务设施，依托温泉地
热资源，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采取“公
司+党支部+农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年均收入 300 万元。其中，村集体
分红年均 32 万元，户均增收 7000 元，人
均增收 1700 余元。同时，村委会将全村
43 户纳入温泉池清洁打扫队，村民当起
清洁员。
罗 绒 西 日 是 龙 普 村 的 五 保 户 ，由
于左眼残疾、右腿微瘸，长年靠政策性
补贴维持生活。
“ 当清洁员的收入改变
了我的生活，这两年家里添置了电视
机、洗衣机……”在温泉池边，罗绒西
日熟练地擦洗池壁，满脸欣喜。
“ 我每
年 领 取 清 扫 务 工 费 3000 多 元 、分 红
1500 多 元 。今 年 分 红 的 钱 ，打 算 用 来
换部新手机。”
村民央扎在温泉洗浴务工，每月有
2800 元的工资。除了工资，还有集体经
济分红，央扎说，2021 年他们家的收入
就有 48318 元。温泉已成为龙普村支柱
产业，
两年多来共接待游客 7 万余人次。
“从小我就听爷爷奶奶讲过红军经
过我们村子的故事，红军经过这里的时
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村民
得知红军是帮助穷苦大众打天下的部
队，主动给红军捐糌粑。”现年 53 岁的村
党支部副书记洛绒她姆自豪地说，村民
对红军怀有特殊的感情，也为红军做了
不少实事。
岁月如歌，斗转星移。“过去，村里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青山掩映的温泉别院。
信息闭塞，交通落后，居住条件差，村民
没有增收来源，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
回家务农了。”洛绒她姆回忆说，尽管自
己文化不高，但自己始终把群众的大事
小事记挂心间，担任了 8 年的村委会主
任，先后被评为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全
州优秀共产党员。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实施富民产业、改善路水电基础
设施、房屋改造提升，全村的面貌焕然
一新。
走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家家户户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村民在露天浴池沐
浴，青山绿水环绕村庄。各卡乡包村干
部仁青初热情地和村民打招呼，村民有
什么诉求，她都和颜悦色地进行解答，

并记录在笔记本上。
在高端大气的温泉别院，仁青初了
解打工村民的具体情况。温泉别院采取
对外承包的形式，
村集体前三年分红 3 万
元，每三年递增 3 万元，直至第十年每年
分红 15 万元。在这里打工的村民一年有
33600 元的收入。泡温泉、赏美景，让游
客流连忘返。村集体经济提留部分主要
用于帮助村民购买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村级活动阵地维修维护、
慰问等。
为配套
温泉开发，
打造村落桃树林景观，
该村已
种植桃树 2.8 万株、
忘忧草 87.6 万余株。
“目前，
我们有县城和炉霍县的居民
前来游玩，
还有州内外的游客，
发展乡村
旅游是我们今后的重要抓手。
”
仁青初坦

言，该村还要在景观打造、温泉设施、特
色民宿打造、接待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
发力，
带动更多村民持续增收。
村道、庭院无垃圾，村容村貌大变
样，这得益于该村持续加强乡村治理。
全省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四好村、省
级“六无”平安村……，一份份荣誉写满
了全体村民感恩奋进的足迹。村民依托
丰富的虫草资源、野生菌资源、外出务
工等，人年均收入达到 1.2 万元，村党支
部书记扎巴信心百倍地说，该村将以弘
扬红色文化为主线，建立红军长征文化
广场及长征纪念馆，将龙普村打造为集
红色旅游、生态旅游、温泉旅游为一体
的特色村落。

扎巴：在奋斗中书写最美人生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图

扎巴和村民清理河道垃圾。

“龙普村是红军长征时翻越丹巴党岭
雪山进驻道孚县城的线路之一。
1936 年，
朱德、
刘伯承等率领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
雪山从龙普村进驻道孚，
并在道孚建立了
波巴依得瓦政府……”6 月 12 日，
道孚县
各卡乡龙普村党支部书记扎巴向记者讲
述红军长征时经过龙普村的故事。
面色黝黑、说话干脆、步履矫健、思
路清晰，做事有干劲和闯劲——这是扎
巴给人的第一印象。
在交谈中，
记者了解
到，
每次扎巴从乡里开完会后，
并不着急
回家，
而是来到村里的温泉池、
温泉别墅
等地转转看看，
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
立
即和村干部们一起商量解决，这是他的
一贯作风，
他总喜欢在村里转转，
和村民
拉拉家常、
听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龙普村离县城只有 18 公里，但因
为村里地势高、山坡陡，以前村民只有
靠种植青稞、小麦等传统农作物维持基
本生活，村里的泥巴路坑坑洼洼，出行
很不方便。虽然村里有丰富的温泉资

源，但开发利用不够，没有发挥出真正
如今，
龙普村共建有17 处温泉汤池， 不富，
关键看支部。
”
扎巴说，
龙普村将以
的经济效益。我们村曾是全县有名的落
并进行了提档升级，
配套了温泉别墅、
茶坊 “党建+红色旅游开发”
为主线，
“党建+生
后村、贫穷村。
“回想起以前村里的状况
和餐饮等。
该村还建立了集体经济分红、
公
态文明建设”为抓手，
“党建+康养旅游”
时，
扎巴深有感触。
益公积金提取、
留存、
管理、
使用等机制，
以
为主业，建设红军文化广场和长征纪念
从贫穷落后中蝶变，
改善人居环境， “支部+公司+农户”
的运营模式，
实现年均
馆，
努力把龙普村打造成为集红色旅游、
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让村民过上好日
收入 300 万元。
其中，
村集体分红年均 32
生态旅游、
温泉旅游为一体的特色村落。
子，
不仅是扎巴的梦想，
更是龙普村全体
万元，户均增收 7000 元，人均增收 1700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促进党员履行
村民的急切盼望。
为此扎巴和村
“两委”
成
余元。
同时，
村委会将全村 43 户纳入温泉
义务，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龙普村还实
员们积极思谋发展思路，
狠抓产业发展。 池清洁打扫队，
村民当起清洁员。
行了党员“积分制”，党员们做了什么好
2015 年，该村实现了通村路、通组路、联
“一人富不算富，一起富才是真的
事或坏事都要一一详细记录，并由见证
户路路面硬化，
极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 富。
”
扎巴认为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是当
人签字或由群众反映到村“两委”，经调
2018 年，
龙普村依托特色温泉资源，
大力
务之急，也是自己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
查审核、审议等程序，进行评分、计分，
发展温泉旅游产业，
积极与各卡乡党委、 记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配合温泉产业
每月公示一次，年终将“好事、坏事”的
政府、
道孚县国资公司协商，
并达成一致， 发展，扎巴带领村民种植了 80 余亩忘忧
得分与群众评议分和党员互评分结合
将龙普村内的温泉资源统一集中管理，
龙
草，
新建了
“忘忧”
文化广场、
游客接待中
起来，进行奖优罚劣。龙普村的“好事坏
普村村民以资源入股，
参与务工及分红。
心、
停车场等公共服务场所，
在进村道路
事计分制”得到了道孚县各级领导的高
“村民在温泉别墅打工，
每个月能挣
沿线和村内主干道旁种植了 28000 余株
度评价，一致认为该制度操作易行，激
3000 元，大家都积极参与。”扎巴说，温
桃树等观光植物，努力打造“温泉花海
发了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每一位
泉产业是龙普村重要的龙头产业，每逢
地·康养忘忧谷”高原温泉旅游品牌，为
党员都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是农村党
节假日，
县城的市民、
游客都会慕名前来
村上增加务工岗位和分红渠道。
员管理的有力抓手，打破了基层党建工
泡温泉，
最高峰时一天接待达上千人次。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支书，村庄富
作
“支书一人挑”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