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奋斗在格桑花盛开的地方
让幸福美好遍布川西高原

——市级媒体记者赴阿坝州甘孜州采访成都对口支援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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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由成都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办公室指导，成都发布、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蓉城政事承办的“民呼我应
——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报道正式
启动，活动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每月聚焦一个主题、每周聚焦一个
领域，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推动全市各
部门、区县察民情、访民意、办实事，促
进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

活动首期聚焦“公共服务”主题的
“交通出行”领域。

近日，有市民反映称，位于成都
益州大道南段蜀郡小区一侧的人行
道坑洼不平，且各种车辆在人行道上
乱停乱放无人管理，给市民出行、生
活带来不便。

10月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前往现场了解到，该地点隶属四川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办事处（下文简称

“华阳街道办”）管辖范围。华阳街道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进行路面维
修，预计10月中旬完成。维修后将与社
区、蜀郡小区物业、业主等商讨是否在
该位置增设人行道隔离桩，以防止车
辆对该段人行道进行碾压。

实地探访：
人行道有多处坑洼
存在机动车占道现象

当天下午2时许，记者在现场看
到，该点位位于蜀郡小区西一门一侧，
临近益州大道南段。从蜀郡小区西一
门至西三门的人行道长约300米，有多
段坑洼不平路段，部分区域地砖还有
碎裂现象。同时，该路段上还停有3辆
私家车及1辆货运三轮。

反映该情况的市民告诉记者，她
大约10年前入住该小区，这条路是其
出行、买菜的必经之路，一到下雨天坑
洼处便有积水现象。加之各种车辆在
人行道上乱停乱放，居民常选择走旁
边的机动车道，“影响了大家的出行安
全”。她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对这条人行
道进行修复，同时采取措施解决车辆
乱停乱放的问题。

记者还在现场随机采访了5位小
区居民，其中4人表达了同样的困扰。

蜀郡小区物业管理方表示，这条
道路属于市政管辖范围，造成该情况
的原因不明。

华阳街道办：
正进行路面维修
或将增设人行道隔离桩

针对此情况，记者联系到辖区负
责单位——华阳街道办。

华阳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造
成该段人行道坑洼的原因基本为使用
年限较长，沉降原因可能系近年雨水
频繁造成基层松散下沉，且面层为石
材，被车辆碾压后易破损。

该负责人表示，收到市民诉求后，
华阳街道办高度重视，已安排市政维
护公司加紧对破损沉陷点位进行维
修。经现场勘查，破损面积约10平方
米，预计将于10月中旬完成路面维修。

路面维修后，华阳街道办还将与
社区、蜀郡小区物业、业主等商讨是否
在该位置增设人行道隔离桩，以防止
车辆对该段人行道进行碾压。

下一步，华阳街道办将加大该段道
路及人行道维护巡查工作，确保市民出
行畅通安全。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彭祥萍 图据街道办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9月30日上午8点过，正
是上班早高峰，温江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二车队W29路
公交车驾驶员米伟眼看前
车后备箱起火，两次准备提
着公交车上的灭火器去灭
火，却都被半路“截胡”了。

米伟告诉记者，当时
他所驾驶的W29路车在拥
堵的车流中缓慢行驶，“这
条线是新开的，经过温江主
干道，也是人流量最大的一
条线。”当他行驶到城市公
园站附近，发现前方冒烟
了，但被一辆公交车挡住了
视线。直到那辆公交车向左
变道，他才看到正前方一辆
私家车的后备箱起火了。

“我右手边就有一瓶
灭火器，想到赶紧去把火灭
了，好危险嘛。”米伟说，他
立即停下车、打开车门，由
于安全带有点难解，耽误了
一两秒，一位女士就从车头
前方冲了过来，“抢”过米伟
的灭火器赶去灭火了。“我
估计她本来就是想到公交

车上有灭火器，来借用的。”
他马上想到，后门还配备了
一个灭火器，赶紧提上准备
帮忙，结果一下车又被“截
胡”了，一位男士把灭火器

“夺”了过去。
“我看到好几辆车都

靠边停下来，拿着自己的
灭火器去帮忙。”米伟说，
因为自己车上装满乘客，
都赶着上班，他不能多耽
误，回到车上后也变道离
开了。此时，前车后备箱的
火也灭得差不多了。

大约40分钟后，米伟
反向行驶到城市公园站附
近时，交通已恢复正常，起
火的车辆也靠边等待救援。

“还是多吓人的，但是
看到那么多人都来帮忙，
确实感受到了人们的高素
质。”米伟说，那一刻，他感
觉大家都不是怀着一种旁
观者的心态，而是觉得“你
的事就是我的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于遵素

“请不要投喂动物，它们和人一样，零
食吃多了，正餐就不会好好吃，身体就会
出问题。”10月2日上午，在成都动物园的
熊山，一个瘦弱的身影不时穿梭在游客之
间。她叫何倩，国庆期间被安排为文明劝
导员。大家在观看动物，她则注视着大家
的一举一动。

“广撒网和重点对象都要兼顾。”何倩
表示，保安不时会用喇叭提醒大家，而手
里拿着食物或食物袋的游客，则是她重点
关注的对象，一般只要提醒了，大部分投
喂动物的行为都可以避免。从早上8点半
到下午5点半，除了吃午饭，何倩一直守在
动物身边，却几乎不会看它们。

她是动物园的“预警系统”
兼顾动物健康和游客安全

何倩一米六左右，身材偏瘦，马尾辫
扎在脑后，戴着一顶遮阳帽，斜挎一个黄
色小包。如果不是手臂上文明劝导员的袖
章，她看起来与游客无异。有时候面对高
个儿的游客，何倩需要仰着头劝说，但沟
通后，大多数游客都会“乖乖听话”，“耐心
讲清楚道理，大家都会配合”。

何倩介绍说，游客不文明行为主要有
三类，包括投喂动物、敲打玻璃以及把孩子
抱到危险位置。“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想
要和动物互动，让孩子看得更清楚，但这种
行为会在不知不觉间让自己和动物都陷入
危险。”何倩解释说，动物的危险源自不健
康的饮食，游客的危险则是可能发生跌落。

“你看那个坐在爸爸肩膀上的孩子，因为

靠护栏很近，孩子在那个位置很危险。”何倩
一边说一边向他们走去。简短地沟通后，家
长把孩子放了下来。“很多时候大家玩着玩
着就忘了，我们提醒一声，都还是很配合。”

有时喇叭广播，有时小跑冲刺
呼吁文明游园

当文明劝导员次数多了，何倩总结了
一些经验。像国庆节这种假期人很多，护
栏外一般都围着几层人。站在游客的后
方，根本看不到前面的情况。这时候，她就
会绕到对面或者旁边，观察靠近护栏最里
层游客的情况。这样看得很清楚，但随之
带来的问题是，距离远了。

此时若发现问题，何倩需要完成一个
十多米的冲刺，可能还需要挤进人群，尽
快制止不文明的行为。“也有来不及的时
候，所以我们也会进行预判，提前加以提
醒。”何倩介绍说，看到游客手里拿着食物
或者是已经打开的食物包装袋，他们就会
用小喇叭广播一下。如果是常见用作投喂
动物的食物，他们还会一对一进行提醒。

何倩是成都动物园的20多名文明劝
导员之一。国庆假期，他们和30余名保安
以及公安、消防人员一起，维持文明和谐、
安全舒适的游园秩序。据悉，10月1日，成
都动物园的入园人数达到了4万余人，2日
达到了6万余人。在此也呼吁广大游客，在
观看动物的同时，遵守防疫相关规定，同
时不要向动物投喂食物，不要敲打玻璃，
一定要文明游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摄影报道

守护动物健康和游客安全

成都动物园有一群“预警系统”
小区人行道坑洼不平，机动车辆占道严重？

正在维修路面
或将增设人行道隔离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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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路遇私家车起火

公交司机两次灭火都被“截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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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的问题路段正进行整改

穿梭在人群中的文明劝导员何倩

用心浇灌
他们的付出让文化得以传承

雄壮的蟒筒声在山谷中激昂回荡，
伴随铿锵的舞步、高亢的歌声，加上独
特的民族服饰，瞬间把人拉入载歌载舞
的欢快场景。在小金县宅垄镇马尔村马
尔锅庄传习所，当地村民用马尔锅庄给
大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嘉绒藏族文化。

“我从12岁开始跳马尔锅庄，身体
条件允许的话我想一直跳下去，当然也
更希望年轻人把马尔锅庄传承下去。”
今年72岁的牛富强在小金县宅垄镇马
尔村做了43年村支部书记，同时，他也
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尔锅庄传承
人，他的愿望就是可以一直把马尔锅庄
跳下去，并且发扬光大。令人感动的是，
就在村民们给大家表演的时候，突然打
了几个响雷，眼看着明亮的天空一下变
得乌云密布，要下雨了。然而，以牛富强
为队伍领头人的村民都坚持要给大家
表演完。“是新津的干部们让我们有了
这样好的场地跳马尔锅庄，让我们的非
遗文化更好地得到传承，我们一定要跳
完，给你们最真挚的欢迎和祝福。”

在甘孜州道孚县麻孜乡沟尔普
村，我们发现了一枚“小可爱”——今
年5岁、读幼儿园大班的洛绒德吉，不
仅仅是他的长睫毛、黝黑的眼睛，更重
要的是，他会说流利的普通话。要知
道，在2017年，我们采访当地务工的村
民时，还需要会说普通话的村干部翻
译，并且也说得磕磕巴巴。

就连今年我们采访德吉爷爷，尽
管他能听得懂，但说得不好，仍然需要
村文书的帮助。

但是洛绒德吉可以毫无障碍地和
我们分享他的玩具小汽车，分享他和
同龄的游客一起玩游戏，甚至是他特
别喜欢游客带来的猫狗，告诉我们爸
爸妈妈在外面打工，每天是爷爷开车
接送他上学、放学。

随着脱贫攻坚收官、乡村振兴开局，

川西深处的大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敞
开，无论是发展现代化种植产业，还是全
域旅游，语言，是通向发展的一座大桥。

扎根高原
他们的坚守让爱留存心间

马尔康市纳足村纳足汽车营地是
我们此行的第一站，刚下车时，大家只
顾着欣赏眼前的美景，没来得及注意身
体的反应。“我到对面山坡去拍了个照，
爬了很小一个坡，就感觉有点喘不上来
气。”成都日报摄影记者李冬说，没想到
这么小的坡就能让人有高原反应了。

随后，当大家听到在营地务工的
村民阿确斯基说，以前都靠去对面山
上挖虫草、采松茸为生时，我们看着远
处高高的山峰，再想到我们在这里的
平地走快了都会感觉呼吸困难，就完
全能够体会她说起现在在营地务工时
的幸福感了。

“特别感谢他们，能到我们这里来
做这样一个项目，没想过自己还能过

上拿固定工资的日子。”当听到阿确斯
基对对口支援工作队由衷的感谢时，
我们仿佛对对口支援干部们坚守的意
义又多了一丝理解。

海拔3000米、4000米、5000米，无论
技术如何革新，海拔高度带给人体的不
适、给心血管的负担，始终是现实。

离家400公里、600公里，对口支援
工作队队员、支医支教的医生教师，离
开自己的家人朋友，到一个几乎陌生
的地方工作，情感上的思念和牵挂，是
始终存在的。

但在采访过程中，除了提到想念子
女家人，对口支援工作队的队员们，几
乎不谈自己的付出和奉献。支援炉霍县
妇幼保健中心的护士长陈南，因为不适
应高原环境，一下子瘦了18斤，采访时，
她却开心地向我们展示，到炉霍之后学
会的简单藏语，“哪里痛”“做检查”……

一年、两年，甚至是三年，对口支
援的期限，被他们自己主动延长。“孩
子们要高考（中考），关键时候，我们不

能走”“2014年来支援了两年，趁自己身
体还符合条件，应该再来干两年”……

我们说的藏汉一家亲，并不是一
句虚无的空话，因为有一群用真心去
奉献的人，昭昭之心，日月可鉴。

发展产业
他们的专业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甜

“确实没有想过，能够四次赴阿坝
州、甘孜州采访成都市对口支援工
作。”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于遵素
十分感慨，她说，每一次采访，感触都
不一样，从历经了阿坝州基础设施建
设重要阶段的国道、省道、县道大修，
堵车、扬尘，到如今的条条通途，也经
历了一天之内暴晒、冰雹、狂风和彩虹
的高原多变气候，每次短短一周的采
访，虽然不能完整地了解对口支援工
作的所有内容和艰辛，但每一次的采
访经历都可以看到当地的变化。

在甘孜州炉霍县，一家特殊的厂
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一家以“牦

牛”命名的厂，却没有见到一头牛。
炉霍康巴圣德牦牛产业有限公

司，是2011年炉霍县招引的民营企业，
以高原特有的牦牛乳奶渣作为原料，
生产制备酪蛋白产品，也是四川唯一
一家能生产酪蛋白相关产品的企业。

这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酪蛋
白”，其实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用于食品、生物、化工等各个工
业生产制造领域。而生产“酪蛋白”的
原料，来自牦牛产的牛奶、提取了酥油
之后的“余料”。别小看这个余料，现在
厂里的收购价格在20元左右。采访当
天，一位养有10头牛的牧民卖了1000
多元的奶渣，另一位养有200多头牛的
牧民光是一车奶渣就卖了上万元。

锦江区对口支援工作队队员在考
察时发现，这家厂局限于生产线技术
落后，生产产能和产品纯度，都有极大
的提升空间。于是，今年，锦江区拨付
专项资金，用于生产线改造和技能提
升，届时，这家藏在川西深处的民营企

业，将拥有比肩国外的生产技能。
在小金县沃日镇木栏村，村里的

小金苹果共享农庄已经成为川西小环
线上的新网红民宿打卡地，游客络绎
不绝。我们走进村子时，不少村民聚集
在一起晒太阳，聊着家常。见我们路
过，村民还特意邀请加入他们的晒太
阳小团队，溢于言表的喜悦瞬间传递
给了每一个人。

木栏村不少村民都将自家苹果园
流转给了共享农庄，每亩有1.2万元保底
收入，年底还有分红。如果在农庄上班的
村民，每月还可领取几千元工资，算下
来，村民的年收入比原来增加了2万元至
3万元左右。搭上农庄网红民宿的“班
车”，还有不少村民也将自家房屋改成了
民宿，自家苹果的销路也越来越好。

喜悦多一点便是甜蜜。在泸定县
兴隆镇化林村，海拔2100米左右，曾是
茶马古道关隘的历史重镇。村民周振
良将一格网箱抵到了我们面前，他一
定要让大家看看他养的蜂王长啥样。

从2016年起，蒲江县便开始了对口
支援泸定县，引进成都三千米甜蜂业有
限公司投资，发展贡嘎中蜂产业项目，
让不少村民实现了致富，周振良便是其
中之一。通过一轮走访，我们了解到，蒲
江县带来的甜蜜产业远不止蜂蜜。打造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里，李子开始挂
果，今年村民已经尝到甜头。农旅游一
体的柑橘示范园正拔地而起，为吸引游
客，一条人行木栈道正在加紧铺设。

虽然采访只有短短一周，但我们却
感触颇深，在成都对口支援工作队的细
心照料下，我们并没有感到任何不便，
只顾着欣赏并记录一路上所见所感的
美好。这已足够说明，在成都市对口支
援工作队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本就十分美丽的川西高原已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大家正一步一个脚印，
在通往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李柯雨 但唐
文 于遵素 摄影 李冬

阿坝州小金县宅垄镇马尔村村民挑起锅庄

9月的川西高原，格桑花遍地盛
开，清澈的蓝天下，牦牛闲庭信步，一
座座具有民族特色的藏式新居掩映
在鲜花丛中，随处可见的，是当地群
众的幸福生活。9月13日至19日，由成
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对口支援办牵
头，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成都传媒集
团组建的两个采访报道组，兵分两
路，沿着成都市对口支援工作队的道
路，翻过雪山，跨过河流，深入阿坝、
甘孜两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实地采
访报道。

从脱贫攻坚转入实现脱贫攻坚同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新一轮对口支
援工作将继续跑好乡村振兴“接力
赛”。一路上，不仅沿途风景越来越美，
我们更是深切地感受到，当地群众的
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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