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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甘孜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在州驻京联络处努力争取下，
“爱心汇聚，守护梦想”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圆梦基金会（下
称儿慈会）捐赠仪式近日在道孚县举行，儿慈会及州县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活动。本次公益活动，儿慈会为道孚县困难少年儿童捐助了
体育、学习用品及5万元助学金。同时，儿慈会表示将长期关注甘孜
少年儿童成长，持续到州开展公益活动。

据悉，儿慈会是国务院批准、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始终坚持“以慈为怀，从善如流，呵护未来，促进和谐”的理念，积极开
展少年儿童救助活动。图为捐赠仪式现场。

楚文川 军锋 摄影报道

发挥驻京力量
助力健康成长

甘孜日报讯 日前，记者从
州文联获悉，今年上半年以来，
我州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围绕
喜迎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这条主线，多措
并举促进全州文艺事业呈现蓬
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启动举办喜迎二十大系列
文艺活动、“书香甘孜·全民阅读
——诵红色经典抒家国情怀”主
题诵读活动、四川·甘孜——格
萨尔王城首届全国藏文书法作
品评选活动和“云上红山·醉美
新龙”全国摄影大赛。并组织开
展“《贡嘎山》进校园”系列活动，
捐赠杂志500余册，组织作家与
学校爱好文学的师生进行交流
座谈。

根据重点文艺创作扶持和奖
励办法，持续打造“康巴作家群”
品牌，开展“身边的文化遗产”征
文大赛评奖工作。同时，积极做好

“贡嘎英才”“五个一工程奖”“巴
蜀文艺奖”申报工作，开展“极致
甘孜”风光摄影作品集征稿工作，
预计下半年出版发行。

举办2022年《贡嘎山》杂志
藏文文学创作人员培训班，进一
步巩固创作基础、提高创作水
平、激发创作热情，推动提升期
刊稿件的质量，不断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同
时，完成《贡嘎山》数字化工程，
对创刊40年以来的汉藏版纸质
期刊进行数字化处理，并推出数
字阅读。目前，《贡嘎山》杂志汉
文版、藏文版数字化全面完成。

记者 兰色拉姆

我州力促文艺事业
蓬勃发展

州委党史研究室 甘孜日报社联办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甘孜州简史

平叛方案的制定

甘孜州 1956 年 2 月至 3 月
开始的大规模叛乱，引起中央及
四川省委、成都军区的极大重
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制定了
平叛作战方案。成都军区先后调
集了8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参加
甘孜州平叛，并以康定军分区为
基础成立了康定前线指挥部，地
委领导指挥部工作。康南、康北
分别建立了平叛指挥所。云南一
二六团进军乡城、稻城、得荣后，
又成立了乡城指挥所。统一部署
和指挥平叛、民改斗争。同时，还
成立了政治争取工作团。

叛乱形势的扭转和缓和

根据省委、成都军区的平
叛作战方案，各部队展开了平
叛工作。在康南，1956 年 3 月上
旬，步兵 65 团向理塘进军，重
点平息了理塘寺的叛乱。3 月
22 日拂晓包围理塘寺，随即展
开政治争取工作，而理塘寺叛
乱武装拒绝投降，3 月 30 日深
夜，理塘寺之敌分兵突围，部队
抓住敌突围逞动摇之际，向敌
发起总攻击，迅即攻克理塘寺。
理塘寺之战的胜利，震慑了敌
人，鼓舞了士气，也是自平叛以
来取得的第一个大的胜利。与
理塘寺战斗进行的同时，为威
慑巴塘、乡城之叛敌，缓解两县
叛敌对县城的围攻，解放军出

动空军轰炸和扫射了巴塘康宁
寺和乡城桑批寺之叛匪。4 月 3
日，在结束理塘寺战役后，65
团、68 团主力星夜兼程进军义
敦、巴塘，重创了两县之叛敌，
解救了被围困的干部和驻军；
云 南 126 团 也 从 中 甸 进 军 乡
城、稻城、得荣，解除了敌之围
攻，康南局势得以扭转和缓和。

祭奠在理塘平叛战斗
中牺牲的烈士

在康北，1956 年 3 月 24 日，
军事教导营和 67 团一个连平息
了炉霍县寿灵寺的叛乱。4 月 9
日，重总5团进军炉霍县宗麦地
区，在阿坝州茂县分区骑兵团和
藏民团的配合下，对盘据宗麦和
上中下色尔坝区的叛敌予以沉
重打击。5 月 16 日，重总五团进
军色达县，解了县城之围。6 月
初，甘孜县骑兵团进驻色达，与
青海省果洛支队一起追歼色达
叛 敌 ，争 取 了 色 达 27 个 部 落
3000 余户牧民停止叛乱，稳定
了色达县。4 月初，步兵 67 团主
力向白玉县进军，连续对敌作战
取得胜利，缓和了白玉县叛情。4
月下旬，60 团主力进入新龙县，
至7月战斗40余次、毙伤敌100
余人、政治争取2600余人、缴枪
1300余支，稳定了新龙县，康北
叛乱形势得以缓和。

至此，叛乱初期军事上被动
的局面得以扭转。

初期的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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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第五届中小学生运动会系列报道

运动健儿展风采 莘莘学子绽芳华

甘孜日报讯 激情飞扬展风采，体育
精神鼓人心。7月19日下午5点，甘孜州
第五届中小学生运动会在甘孜州民族体
育馆胜利闭幕。

此次运动会为期9天，在大会组委会
的精心组织下，经过裁判员的秉公执裁、
运动员的奋力拼搏、工作人员的辛勤工

作，顺利地完成了各项比赛任务。本届运
动会，全体运动员树立“更高、更快、更
强”的体育精神，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
激情、拼搏的信念、团结的精神投入到比
赛中，经过激烈的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州
中小学生无限的活力和独特的风采。

此次运动会不仅检阅了我州中小学

体育工作的新成就，更是在“双减”背景
下迈出的新的坚实步伐，同时也为全州
中小学校开展体育工作提供了交流的平
台，共同营造阳光、运动、健康、快乐的校
园运动气氛，推进我州中小学体育工作
更加优质地发展。

近年来，我州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体

育设施日益完善、全民健身蔚然成风、竞
技体育成绩不断提高。全州各中小学校
更是深入推进阳光体育活动，学生参与
体育锻炼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学校体育
教学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有力推动了学
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记者 谢臣仁

奋勇拼搏创佳绩 运动健儿展风采
我州第五届中小学生运动会闭幕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康定市
委组织部获悉，今年以来，该市突出分
类指导、因地制宜、差异推进原则，以
创建涉藏地区基层党建“样板”为目
标，做实“三道加法”，纵深推进基层党
建“品牌化”建设，持续推动全市基层
党组织组织运行更加规范、制度执行
更加有效、党员队伍更加有力、党建引
领更加充分。

该市锚定“凝神聚魂强党建”不松
懈，坚持针对问题定措施的思路，科学
确定工作主线，组建工作组深入全市
17个乡镇（街道）和204个行政村开展
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农村基层党建工
作现状。同时，深入机关、行业领域开
展基层党建专项督查，做到基层组织
日常运行、制度执行、问题短板“三个
摸清”。充分运用换届“回头看”、村级
组织评先定级、排查整顿农村违规违
纪发展党员等重点工作成果，梳理汇
总全市基层党建问题清单，逐乡逐村
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累计查找梳理问

题186个。经多次专题研究，确定以基
层党建“品牌化”建设行动为工作主
线，在全市分领域打造一批典型鲜活
案例，总结提炼叫得响、立得住、可复
制的经验做法，持续推动全市各领域
党组织全面提升、全面进步、全面规
范、全面过硬。

按照“市委统筹抓总思路，因势利
导分类确定基层党建“品牌”，持续推
动政治建设、队伍建设、履职尽责、作
用发挥、战斗堡垒、工作推动 6 个“可
视化”示范建设行动，虚功实做，将农
牧区党建工作转化为看得见、能感知
的实际成效。常态推动“学习微课堂”

“实时政策微宣传”“亮明身份微服
务”“聚焦难题微改革”等系列活动，
推动党建与业务双融合双促进。以党
的领导“园丁式领导”、组织建设“学
徒式园丁”和师德师风“标杆式园丁”
为思路，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全面加强中小学校组织建设、学生思
想建设及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坚持党

建引领1条主线，扎实推进队伍、组织
2 项建设，争当疫情防控、医德医风、
唯实唯先 3 个示范，推动中央和省州
委关于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决策部
署落地落实。以党员有信念、队伍有
作为、组织有突破、工作有载体的“四
有铁警”为党建工作目标，创新工作
举措、丰富工作载体，建设过硬公安
队伍。通过全面推进两新组织阳光领
导、阳光学习、阳光服务、阳光治理、
阳光指导 5 项举措，全面破解“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基础薄弱、工作力量缺
乏等短板问题。

该市坚持清单、项目化管理，扎实
推进各项任务，确保基层党建“品牌”
创建有力有序高效推进。制定基层党
建“任务书”，围绕 6 大基层党建示范

“品牌”，细化 26 条主要任务、102 条
具体工作清单，将主要任务分解量化
到每月、每季度、每年度，为基层组织
落实党建工作提供参考，全面解决基
层不会抓、不善做党建工作的问题。

同时，组建督导组，不定期对基层党
建“品牌化”建设推进情况进行专项
督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确
保各项任务高质量推进。今年以来，
该市开展“品牌化”创建工作专项督
导 3 次，覆盖全市 17 个镇乡（街道）
和 11 个市直部门，发现问题 51 个，
以发点球形式将“工作提示”一对一
发送给党组织书记，倒逼问题整改
到位。组织召开党建领导小组会、组
织工作业务培训会，对“品牌化”建
设进行系统安排部署，安排组工干
部围绕清单内容逐项细化讲解，让
基层党务干部“有章可循”。在康定
市党建公众号设置“强基进行时·品
牌创建录”专栏，落实“每月一晒”要
求，即每个乡镇党委和行业领域牵
头部门每月总结至少提炼 1 篇工作
简 报 进 行 刊 发 ，总 结“实”成绩，谈

“真”经验，全面形成基层党建“比、
学、赶、超”浓厚氛围。

谭雪锋 记者 周燕

创康定本土“品牌”
树基层党建“样板”

康定市大力实施基层党建“品牌化”建设行动

爱岗敬业 认真履行使命

1991 年，江吉村被分配到得荣县
日龙乡卫生院，担负起创建藏医科的
重任。当时，卫生院不通电，也不通路。
这样的环境下，药材稀缺是难免的。没
有药，就无法给病人治病。看着被病痛
折磨的当地群众，江吉村迎难而上，用
人背马驮的方法采购、采集各种藏药，
在日龙乡卫生院创建了藏医科。当地
群众生了病，不再是可怕的事。江吉村
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那片土地。1994
年，他被择优选调到甘孜州藏医院，从
最基层的医师岗位做起，经过28年的
艰苦努力，在忠登郎加、贡觉旺堆、嘎
务多吉、彭措然灯、格桑尼玛等知名藏
医专家的指导下，他的藏医药知识水
平突飞猛进，如今他已成为国内藏医
药界的知名医生。

从医二十八年来，江吉村的手机
几乎没有关机状态，手机号码被同事
们戏称是医院的预约号码。

医院收治的病人大多来自边远农
牧区，有些病人连基本的医疗费用都无
法承担，对于有些特困病人，他会自掏
腰包，为他们垫付医药费。曾有理塘县
拉波乡的女患者在儿子的陪同下，辗转
多家医院无果后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来
到州藏医院，此时他们已身无分文。望
着儿子救母心切的泪眼，作为首诊医生
的江吉村积极为他们垫付押金，并随即
在院内为他们募捐医药费和生活必需
品。经过全院职工的关心和帮助，经过

一个多月的治疗后，患病的母亲康复出
院。在离开医院的前夕，母子俩来到他
的住所，感谢他的无私帮助。

不忘初心 彰显党员本色

2019年12月，武汉爆发新冠肺炎
疫情。2020 年岁首，康巴高原的道孚
县，也受到病毒的“入侵”。面对道孚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江吉村主动要求到
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他率领的道孚
抗疫藏医专家医疗工作组，利用藏医学
助力道孚抗疫，实现了道孚县城集中隔
离人员的藏药配发和五乡一镇居家隔
离人员的全覆盖。

在疫情中立下功劳的藏药，其重大
的依仗是州藏医院制剂室。州藏医院制

剂室是州藏药制剂中心，承担着为本院
及各县藏医院提供临床用药的重任。到
州藏医院工作后，江吉村掌握了各种藏
药制剂的生产工艺和“佐塔”的炼制技
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掌握“仁青佐
塔”炼制技术的藏医药专家之一。“佐
塔”称为药中之王和甘露，是配制“然那
桑培”“常觉”“芒觉”等名贵藏药和普通
藏药加“卡察”增效的必备原料，是藏药
原料中的极品。由于“佐塔”炼制时间
长、体力活多、工艺复杂，因此对炼制人
员吃苦耐劳等敬业精神有严格要求，在
生产“八金八元”的过程中，江吉村通过
亲自参与实践培训，为医院和基层藏医
医疗机构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江吉村

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新知识、新技术的
学习，他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理论。1998
年以来，先后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
学术专著2部。2013年，他被国家级医
学期刊《中国藏医药》杂志社聘为编
辑。2014年，他参与研发的国家三类中
药（藏药）新药获国家新药证书。

一路走来，江吉村收获了各种赞
誉。面对荣誉，江吉村说，这些不仅仅
是对他工作的肯定，还是对藏医药的
肯定。现代医学理念的开拓精神与藏
医传统的坚强仁爱，先进的医疗手段
和神奇的藏医古方，它们的结合必定
能使藏医药学登上生命科学的高原。
而让藏医药绽放光芒，是他过去，也是
他现在和未来的奋斗目标。

中国好医生——江吉村
◎州藏医院院办 文/图

他勤奋好学，探求真知，医术高
明；他视病患为亲人，救死扶伤；他二
十四小时不关机，随时接听病患电
话，将病人放在第一位；他以慈悲的
胸怀、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谱写
了一首首生命的交响华章。

他，就是曾获得第三批全国老中
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继承
人、四川省卫生计生系统先进个人、
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的
我州著名藏医专家、甘孜州藏医院院
长江吉村。

图为江吉村为群众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