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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知道，今年中藏医院
来了一个杨医生，郫都区来的。”道孚
县中藏医院藏医科医生四郎央金骄傲
地说，不少病人都是冲着杨医生来的。
针灸、艾灸、推拿，以前藏族同胞不信
任的中医治疗，却能够快速、有效地
缓解他们的疼痛，让饱受关节、脊柱疼
痛折磨的阿妈们自发地“口口相传”。

“我们是今年3月，开设的中藏医
特色病区。”今年1月，从成都市郫都
区中医院到道孚县支医的杨佐琴医
师介绍说，目前，病区有15张床位，已
经收治了200多位病人，提供中藏医
特色服务1000余人次。

杨佐琴解释说，八美镇海拔高，
气候寒冷，牧民多生活在湿寒的草
原，因此脊柱关节疾病多发，痛症明
显。“通过中藏医的特色优势结合，可
以缩短病程、提高疗效、缩短住院时
间，也能为病人节省一笔治疗费用。”

除了医生，杨佐琴还有一个身
份，就是全省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

“传帮带”工程的老师。“我们每个医
生和当地的3名医务人员签订了带教
协议。”杨佐琴说，从中医基础的穴位
定位、解剖位置、骨性位置的定位判
断，手把手教学。

“你现在来给病人做查体，应该
从哪里开始？”9月18日，病房里，杨佐
琴一边指导四郎央金给56岁的病人
仁青措做独立诊断，一边给其他学生
解释。针灸时，也耐心地纠正入针的
手法。“他们学得很认真，尤其是刚来
的时候，我们互相语言不通，需要依
靠翻译，他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拍
视频，然后自己再去研究。”杨佐琴
说，让老师们欣慰的是，本地医院的
年轻医生们对新技术的求知欲非常
强，甚至现在已经在针刺、灸法、推拿
等中医基础操作上能够独当一面了。

平均每个月回家休息一次，让
杨佐琴7岁的孩子习惯了这样的节
奏。平时只能每天在手机屏幕上看到
妈妈，然后掰着指头数，“妈妈再坐4
趟车，就可以回来了。”

杨佐琴说，来到道孚，不论是道
孚的医院，还是郫都区中医院，都给
予了最大的后勤保障，让他们没有后
顾之忧。在有限的支医时间里，她和
同事都希望，能尽可能地多做一点、
多教一点。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欢

聚焦“有效衔接”新开局

郫都区助力道孚县
乡村振兴新篇章

道孚，昔称“道坞”，藏语译意“马驹”。
高山、山原、平坝、峡谷、冰川，地

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鲜水河断裂带
的道孚县，有着复杂多变的地貌。

也因为资源开发滞缓、产业发展
滞后，贫困人口多、面广、程度深，社
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
道孚是四川省深度贫困县之一。

2019年年底，道孚县86个贫困
村，2549户、11870名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道孚县以甘孜州脱贫攻坚第一
名的成绩，实现脱贫摘帽。

立足高远，谋定而动。
自2010年，成都郫都区向道孚

县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47亿元，实施
对口支援项目8大类175个，全域结
对帮扶机制，聚焦产业发展促转型，
着力民生改善。2010年到2020年，道
孚县地区生产总值从3.85亿元跃升
至14.4亿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2527元跃升到13167元。

脱贫攻坚收官，乡村振兴起航。
郫都区坚持对口支援道孚县工作体
系机制不变、结对关系不变、资金标
准不变、人员派遣不变、帮扶措施不
减、监管力度不松，郫都区继续与道
孚县一道，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出生于1999年的泽绒德吉，是道
孚县麻孜乡沟尔普村人。2018年毕业
后，泽绒德吉回到家乡。“我家是郫都
区援建的第一家藏家乐。现在村里发
展机会不比外面差，我要回来好好地
把藏家乐办好，也把周围的民宿、旅
游带动起来。”泽绒德吉说。

现在的沟尔普村，和泽绒德吉小
时候记忆里的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门
前通了水泥路，买了小汽车，在房前
屋后种满了花。“那时候的路都是土
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泽绒
德吉说，家里楼下喂牛、楼上住人，又
脏又臭。

距离县城仅有3公里的沟尔普
村，是郫都区对口支援工作队援建的
重点村，位于国道G350特色生态产
业带和甘孜州鲜水河流域产业带的
交叉点。

从贫困村到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沟尔普村走在了前列。先后获得
国家AAA级景区、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省级传统村落以及甘孜
州“最美村寨”等荣誉称号。

现在，沟尔普村拥有麦粒
福山-沟尔普游客服务中心
（川藏自驾汽车驿站）、露营基
地、牛栏咖啡、圣湖山庄、藏家
乐等集体资产项目6个，价值
近1000万元。“村集体经济入
股了高原生态种植产业园、圣
湖山庄等，除了分红，还可在
家门口就近务工，多了一份收
入。”泽绒德吉说。

一个单间、一个标间，村民尼
玛泽绒家原本的仓库，改造成了
两套民宿的房间，每年能为尼玛
泽绒家带来数万元收入。“改造的
钱都是郫都区给的。”尼玛泽绒
说，今年儿子和儿媳都在外面打
工，把民宿的信息挂到了网上，他
只需要做好接待就好了。

过了今年冬天，尼玛泽绒想
把院子里改一改，能够搭帐篷露
营，搭炉子烧烤，肯定会吸引更多
游客来。

产业振兴的落脚点，始终是
民生的改善和发展。援道孚之所
需，尽郫都之所能。

2021年5月，道孚县有了第一
个牲畜定点屠宰场，一改道孚县
居民只能吃雅安等地运输来的冷
冻肉的局面。

道孚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达瓦说，多
年来，道孚县居民的肉类供应依
靠外购，既不新鲜，卫生安全保障
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020年9月，郫都区投入对口
支援建设资金1100万元，开建道
孚县牲畜定点屠宰场，解决这一
难题。“现在，每天能够屠宰生猪
10到20头、牦牛20头左右。”金达
瓦说，下一步，屠宰场还将完善冷
链运输，带动道孚县畜牧肉食产

业发展，提高牧民收入。“把道孚
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成都人也
可以吃到道孚的牦牛肉。”

“雅拉雪山景区要申报5A级
景区，配套建设很关键。”郫都区
第六批对口支援工作队领队，道
孚县委常委、副县长俞强解释说，
郫都区援建1400万元资金，配套
建设雅拉雪山景区变电站项目，
既能助力景区发展，也能辐射八
美镇周边的百姓。

同时，郫都区的援建，也填补
了道孚县园区建设的空白，实施了
6000亩美德蔬菜现代农业园区和
600亩农特产品加工园区建设，打
造了高原首个2000亩的黄花扶贫
产业园。并且，美德蔬菜现代农业
园区成功申报为州级现代农业园
区，正在争创省级农业示范园区。

甘孜有十美，道孚有八美。
这不仅仅是路边广告牌上

的一句宣传语。道孚县拥有高
山、山原、平坝、峡谷、冰川等复
杂多变的地貌，有“山、水、林、
湖、石、寺、花、居”八美，令人心
驰神往。而现在，有了更多美：郫
都区对口支援道孚县的倾情之
美，道孚县群众的奋进之美，感
恩之美……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于遵素
摄影 王欢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沟尔普村样板

道孚中学

道孚中藏医院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和民生生活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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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孚县中藏医院
来了郫都区的中医专家

杨佐琴（中）带领学生们治疗患者

2021年9月18日，道孚中学高三一班学生向秋翁姆在认真听课。多年来，郫都区26所中小学与道孚县所有中小学开展
了“一对一”和“多对一”对口帮扶。2019年，道孚县时隔23年重新开办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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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孚县沟尔普村的村民

发展的基础在人才，乡村振
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

从2010年，郫都区就对口支援
道孚教育工作，先后派遣160余名教
师到道孚各中小学支教。郫都区26
所中小学与道孚县所有中小学开展
了“一对一”和“多对一”对口帮扶。

道孚中学高三历史老师王
亮，本是郫都区第二中学老师。
2019年，道孚县时隔23年，重新开
办高中部，因缺乏师资，王亮和同
事主动报名支教。今年7月，支教
期满，考虑到师资严重缺乏，尤其
是道孚县已经23年没有高三班，
缺乏有高考经验的老师，王亮觉
得，自己应该再留一年。“如果我
走了，那白马老师（道孚中学老
师，也是王亮‘传帮带’的对象）就

要一个人上整个高中部6个班的
历史课。”王亮说，要在最关键的
时候把高三孩子们放下回成都，
他放心不下，也舍不得。留下来，
把孩子们送上高考考场。

9月18日上午11时，道孚中学
高三一班，历史课，17岁的学生向
秋翁姆听得很认真。明（2022）年，
她就要高考了。向秋翁姆的目标是
考上本科，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除了教学，郫都区还发起郫
都-道孚圆梦行动及“金杜鹃”助
学工程，计划投资100万元，目前已
资助首批符合条件的学生222人，
拨付资金33.3万元。对口支援工作
队员结对认亲、设立道孚县关爱基
金，以及社会力量的帮扶和奖励，
让高原的孩子们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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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商铺侵占绿地，给附
近沙河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近日，有市民反映称，在位于成
都市锦江区净居寺南街203号的
东润理想居，有临街商铺将垃圾
堆积在街边绿化带，并且绿化带
有部分泥土裸露，现场环境污染
情况严重。

问题如何解决？9月29日，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现场
进行走访。

29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
东润理想居发现，市民反映的绿
化带位于东润理想居C区临街商
铺附近，宽度大约10米，长约50
米。靠近绿化带的临街商铺有14
家，包括洗车场、饭店、零售商店
等。现场绿化带并无明显垃圾堆
放，但从泥土情况可以看出，部分
区域在近期进行过植绿。

“之前经过这里绿化带时，
环境很是糟糕。”居住在东润理
想居的居民倪女士告诉记者，由
于该绿化带上种植有大量树木，
周边居民饭后散步经常经过这
里。然而当临街商家将垃圾堆放
在绿化带上，路过时看起来很是

“糟心”。并且，由于部分区域泥
土未覆盖，特别是在雨后，经常

会有人将稀泥带上人行道，影响
行人正常通行。而对于市民反映
的会影响附近沙河的生态环境
的说法，倪女士表示：“绿化带距
离沙河还有100多米的距离，应
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接到市民投诉后，我们前
往现场进行了调查。”成都市锦江
区东湖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现场查看，并未发现临街
商铺有侵占绿化带行为，但在绿
化带内发现存在少量垃圾。同时，
因行人踩踏造成绿地受到破坏，
部分泥土裸露且未及时植绿，对
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在9月24
日，东湖街道办会同锦江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区公园城市局、区
综合执法局对相关问题进行办
理，要求行建城市环卫服务有限
公司立即对绿化带进行全面清
理，并在当日整改完毕。同时，督
促临街商铺物业公司加大日常保
洁力度，并要求商家严格落实“门
前三包”责任，保障该区域环境卫
生。今后，锦江区综合执法局将加
强该区域环卫作业监管和后期管
护，维护良好人居环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9月28日中午，小飞水一级电
站和小飞水联办电站正式关停，
工作人员给机器贴上了封条。山
的另一边，约150米高的崖壁上开
始出现水流。慢慢地，水越来越
大，一道瀑布出现了。瀑布打在岩
石上形成水雾，在阳光下，出现了
彩虹。小飞水瀑布重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
解到，成都大邑县西岭镇境内的大
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17座小水电
站计划将于9月30日全部关停。

伴随着小水电站的关停，山
上一些消失的景观也重新出现：
落差300多米的大飞水瀑布；落
差150米，但宽度能达到60~70米
的小飞水瀑布……大邑县西岭
镇副镇长王红友介绍，在关闭电
站、系统整治之后，共有13条瀑
布能够恢复本来的面容。

消失30多年
小飞水瀑布再现

9月29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跟随成都市大邑县西岭
镇副镇长王红友等，来到小飞水瀑
布下。正前方是百米高的峭壁，一
道水流冲了下来，“哗哗”声大作。
水流倾泻而下，在峭壁前形成了这
道瀑布，砸在石头上散作水雾。

“之前测量，这处小飞水瀑布
的落差在150米左右。”王红友介
绍。而实际上，这处小飞水瀑布重
新出现还不到24个小时。9月28日
中午11点半，小飞水一级电站被
关停，12点半小飞水联办电站被
关停。大约只过了半个小时，山的
另一边“小飞水瀑布”的水流逐渐
增大，慢慢地形成了瀑布。

在2021年9月28日以前，“小
飞水瀑布”是什么样子？记者了解
到，为了当地村民的用电需求，小
飞水联办电站于1989年12月最后
一台机组投产发电，小飞水一级电
站于1990年12月最后一台机组投
产发电。两座水电站引水蓄积后，
小飞水瀑布的水越来越小，并渐渐
消失不见了。“平时一点水都没有，
只在丰水期——每年5月到10月
间，岩壁上会有一些小的溪流。”

实施生态修复
西岭镇关闭小水电站

9月28日那天，被关闭的还有
春坪电站、小飞水联办三级电站、
水柴溪电站等多个电站。王红友

介绍，这些电站基本建成于上世
纪50年代至90年代，装机容量小
的只有150KW，“还是两台75KW
的机组构成的。”最大的则是大飞
水 尾 水 电 站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6000KW。这些电站发的电，除了
供应当地村民日常使用，还能入
网输出。

为什么要关闭水电站？王红
友告诉记者，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
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工作安排，结合大邑实际，大
邑县制定了《大邑县大熊猫国家
公园小水电清理退出工作实施方
案》。其中提到，“有序推进大邑县
大熊猫国家公园小水电全面退出
工作，实施生态修复，维护保护区
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王红友介绍，经过核定，大熊
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范围内有小
水电共18座，其中西岭镇17座，鹤
鸣镇1座，装机总容量21395KW。

重现“千年飞瀑”
期待来年丰水期

“截至9月29日，西岭镇已经
关了15座小水电站。”王红友表
示，还有两座将于9月30日关停，
这两座其中之一就是大飞水尾水
电站。

王红友表示，在关闭电站、系
统整治之后，共有13条瀑布能够
恢复本来的面容。其中，大飞水瀑
布落差是小飞水瀑布的2倍，能达
到300米左右。他和同事们也对来
年的丰水期充满期待：“大飞水瀑
布的水势会更汹涌，小飞水瀑布
也会更加壮观，宽度应该能达到
六七十米。”

记者检索了黄果树瀑布的数
据：落差高度为77.8米，其中主瀑
落差高度67米；宽101米，其中主
瀑顶宽83.3米。

记者也注意到大邑县关于
“雪山生态修复工程”的提法，其
中表示：要依法有序整治小水电
站，鼓励小水电站向精品民宿等
新消费业态转变，并推进水电站
转型雪山瀑布林盘公园项目，早
日重现“千年飞瀑”胜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记者 王欢

临街绿化带变成“垃圾带”
清垃圾盖裸土
持续加强监督和管护街道办

关停17座小水电站

消失的“千年飞瀑”
将重现西岭雪山

绿化带部分裸土已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