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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知识才有更多选择学到知识才有更多选择 旷旷课上山采虫草已成过去课上山采虫草已成过去

下一代的未来在课堂
他们才是最好的“虫草”

6月23日，在第35个国际
禁毒日即将来临之际，四川
省禁毒委在四川科技馆举办

“四川禁毒三十年”主题展，
全面回顾省委、省政府领导
成立禁毒专业队伍30年来，
四川波澜壮阔的禁毒斗争历
程。展览将持续至6月26日。

展览共分总序、党管禁
毒、系统治毒、专业缉毒、全
民防毒、致敬先烈弘扬先进、
毒品知识科普、缉毒犬查缉、
缉毒侦查技术装备9个展区。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
四川全省禁毒部门牢固树立

“禁毒如救火”“三可六防”理
念，大力整治突出毒品问题，
纵深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实
现了涉毒违法犯罪下降、输
出型毒品犯罪下降、现有吸
毒人数下降、重点整治效能
提升、科技禁毒能力提升、群
众满意度提升“三降三升”的
目标，17个国家级重点整治
地区实现“摘帽”，全省禁毒
斗争形势向好局面不断拓
展，禁毒工作综合考评连年
居全国前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颜雪

雪山下的村庄，宁静
得连一只鸟飞过，都能听
见翅膀破空的声音。

6月10日，丁真的家
乡——理塘县格聂镇然日
卡村，刚下过雨，绕村走两
圈都很难见到一个人，就
连往日门庭若市的丁真舅
舅家的民宿也关着门。

人都去哪儿了？
每年5月至6月，是理

塘县虫草采集季，成千上
万的人们带着帐篷，迁徙
到海拔4500米甚至更高
的地方采集虫草。对他们
而言，每年大部分收入都是
这一个多月里挣来的，生活
被鲜明地划分为“采虫草”
和“不采虫草”的日子。

在这个季节，对理塘人
来说，许多村庄和集镇都空
空如也。不过，在理塘县各个
学校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人
头攒动，书声琅琅……

理塘县教体局办公室
副主任达娃泽仁告诉记
者，今年虫草季，理塘县35
所中小学里的13187名学
生，没有一个人在上课时
间离开学校上山采虫草。

实际上，在理塘县，几
乎每个农牧民家的孩子都
有过采虫草的经历，许多
眼尖的孩子甚至还特别有
优势，挖到的虫草比大人
还多，一个多月可以采到
价值超过3万元的虫草。

但，这已成为过去。
“让娃娃们采虫草只

能挣到现在的钱，挣不到
以后的钱。”“孩子们学到
了知识才能有更多选择，
在学校里的他们，才是最
好的‘虫草’。”

他们的未来，不在虫
草山上，而是在课堂、在校
园……

过
去

“四川禁毒三十年”主题展开展

快闪、消费券、啤酒季……

吃货请到位！
西安路美食街今日开街

迎峰度夏！
成都多项措施保障夏季供电

“三不通”村庄建起教学点
上百孩子不再旷课去采虫草

现
状

家长安心采虫草
孩子安心在学校

每到虫草季学校几乎空了
有家长“偷走”孩子上山采虫草

改
变

6 月 23 日，在位于成都
高新西区的110千伏康强变
电站（在建）内，国网成都供
电公司开展了“电网建设”主
题媒体开放日，多家媒体走
进电网建设现场，了解当前
成都电网建设规划、保障夏
季供电措施。

推进电网新（扩）建项目
按期投产

根据城市经济增长态
势和天气预测情况，预计今
夏成都电网最高负荷还将
持续增长。为满足用电增长
需求，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着
力推进包括“蓉耀工程”在
内的电网新（扩）建项目按
期投产，预计夏季用电高峰
前还将完成500千伏兴梦变
电站 220 千伏配套工程新
建，以及 110 千伏高新南北
大道（康强变电站）和金沙
输变电工程，能够及时缓解
新津区、高新西区、郫都区、
青羊区的供电压力。

累计完成30台高油温
主变风冷系统改造

温度控制是变电站主变
压器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之
一，为确保今年夏季变电站
主变压器带载能力满足电力
负荷增长，国网成都供电公
司去年至今已累计完成 30
台高油温主变风冷系统改
造，并在预计负荷较重的锦
江和蒲江地区新增临时主变
压器各一台。

“若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可能会增设雾炮机作为辅助
降温手段，保障主变压器运

行状态稳定。”国网成都供电
公司副总经理肖欣介绍，为
满足广大电力用户在夏季的
用电需求，国网成都供电公
司已于 3~6 月，集中对电网
运行设备开展了检修维护、
预防试验，以及带电检测等
工作，让设备在高温期间不

“带病运行”。

7月起，160千瓦以下的
小微企业“零成本”接电
城乡全覆盖

肖欣介绍，该公司正全
力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对电
能替代、电动汽车充换电设
施、省级及以上园区客户，严
格落实业扩配套延伸投资到
项目红线。此外，从 7 月起，
将农村区域低压小微企业接
入容量由 100 千瓦提升至
160千瓦，实现160千瓦以下
的小微企业“零成本”接电城
乡全覆盖。

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该公司对不涉及占道、掘
路的低压小微企业提供“上
午申请、下午接电”的一日业
扩服务。对1250千伏安以下
中小型企业提供“极简办电”
服务，推广供电方案自动生
成，实现供电方案现场答复，
办电时间控制在 5 天。在政
策允许范围内，对暂停、减
容、恢复、移表变更用电业务
办理时限压缩 2 个工作日；
依托“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平台”实时获取企
业信息和需求，实现企业“一
证办电”。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钟茜妮

记者获悉，成都西安路
美食特色街区将于今日正式
开街，快闪、消费券、食神争
霸赛、啤酒季……精彩活动
将持续到周日（26日）。

开街仪式分日间街区
“快闪巡游”和夜间西门有
局·宴蓉城，同时策划了走街
探店、任务打卡、网红直播、主
题消费券领取等活动，当天街
区也会开展“2022 成都户外
音乐啤酒季”。整个开街主题
活动将持续到6月26日。

走在西安路上，随处可
见“新潮时尚”的沉浸式“国
潮”打卡点：“兄弟局”西门酒
馆、“闺蜜局”西门茶社、“自
在饭局”西安路火锅店；走过
西安路上鳞次栉比的美食馆
子，旱喷广场副舞台上正上
演“西安路食神争霸赛”。

蓉记香辣蟹·爬爬虾在
西安路上已经开了十多年，
负责人章女士表示疫情对
店里生意影响不小，他们对
这次开街充满期待，“希望
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打卡、
消费，希望我们西安路美食
特色街区成为成都的一张
美食名片”。

据介绍，街区餐饮商家
从原有的 60 余家增加到了

80余家，其中原址改造提升
了带江草堂、一把骨、人民
巷、蓉记香辣蟹·爬爬虾等餐
饮商户。此外，街区内新落户
4家高档酒店、原址升级2家
酒店，“基本完成了整体住宿
环境向高端、精品转型”。

金牛区西安路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刘杰介绍，街区
对沿线建筑外立面进行了有
机更新，并同步实施沿线老
旧院落改造，新增城市微绿
地、“国潮”打卡点等多个景观
广场，对道路进行一体化改
造，拓宽人行步道，实施“三线
下地”；在三洞桥水闸旁新建
了生态浮岛，利用植物根系有
效改善西郊河水质。

街区以原有的三洞桥小
楼为基础，搭建了灯光秀舞
台，后续将常规上演《西门百
年·三洞桥》《金牛传》《永陵
二十四伎乐》《带江草堂》和

《西郊盛景》等主题秀演，其
中《西门百年·三洞桥》将作
为美食特色街区的特色节目
进行长期表演。

温馨提示：市民游客在
参与活动时，请佩戴口罩、保
持距离，做好个人防护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西安路美食特色街区

理塘县村戈乡小学，一问起最好的虫草在哪里，孩子们纷纷举起了书本

理塘县村戈乡小学，孩子们在快乐地吃午餐

6月10日中午12时，午饭铃声
响起，理塘县村戈乡小学的428名
学生在操场上排得整整齐齐，等
待就餐。

作为理塘县村戈乡小学副校
长，李杨央来到这里已经10多年
了。她自豪地告诉记者，近年来的
虫草季，学校里没有一个孩子离
开学校去挖虫草。

不过，10多年前李杨央刚来
理塘的时候，情形完全不一样。

理塘县虫草采集管理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理塘是四
川最大的冬虫夏草产区，每年五
六月份会涌进数以万计的腰里别
着“小锄头”的农牧民，这几乎是
他们一年里最大的一笔收入，也
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一次劳动，举
家出动是常态，那一个多月学校
里几乎是空的。

“家长们会找各种借口来给

孩子们请假。”李杨央回忆，甚至
还有家长带走能采虫草的学生，
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留在
学校，美其名曰“一个换一个”。

但请假的家长还只是少数，
更多的家长是把孩子直接“偷”走
上山，招呼都不打一个：有的学生
周末回了家直接就被家长带上
山，老师们周一上课看不到学生，
不用问，就知道采虫草去了。

李杨央开玩笑说：“外地有虫
草假，我们这里没放过虫草假，但
虫草季学生们都跑得差不多了，
相当于给我们老师放假了。”

理塘县教体局办公室副主任
达娃泽仁告诉记者，以前，受地理
环境和生活习惯影响，农牧区家长
学历普遍偏低，无法对子女进行有
效的教育和指导，有的甚至认为没
有知识照样能生活。因此，每到虫
草季节，理塘学生流失较为严重。

曾经，位于理塘县城郊结合部的村戈
乡小学，户籍不在这里的外地生不少。李
杨央记得，大约十年前，学校联合乡上想
了个办法，规定只要学生外出采虫草就不
要再回学校了，直接回户籍所在地读书。
情况迅速得到好转，但依旧有家长找借
口，“我的娃娃周六周日没人管，只能把他
带着去采虫草”。

后来，政府主导、家长零负担的寄宿制
学校相继在理塘各乡镇落实，学生们读书
不花一分钱，周六周日不愿回家可以留校，
老师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吃喝拉撒都管完，
家长们就没了借口。

“我们也趁机给家长们做工作：你就安
安心心采虫草，孩子们就安安全全在学
校。”李杨央说，学校也制定了相应政策：教
师最多只能批三天假，超过三天，班主任就
要报给学校，学校再报给乡镇，乡镇就要去
找人。“如果因为采虫草耽误了学习，按照
村规民约给予相应的处罚，受到的损失远
不止金钱”。

再后来，控辍保学政策之下，孩子们在
校时间变长，一分钱不花，穿得好，吃得饱，
不用经历山上的风霜雪雨，回家后讲卫生
做家务，还帮家里算账，参加夏令营等走出
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看到的世界越来越
大。这些变化让理塘的学生和家长们渐渐
明白，采虫草不是人生最好的路，只有进学
校、入课堂、多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

“时代在变，低年级的小朋友已经没
有到这个季节就要出去采虫草的意识了，
最多就周末回去体验一下。”李杨央说，

“现在最好的‘虫草’在课堂，知识改变命
运的理念深入人心。”

27岁的泽宗和25岁的妹妹降真就是上
万虫草大军中的一员。10多年来，几乎每年
的虫草季，姐妹俩都会跟着妈妈上山采集
虫草。6月8日，姐妹俩采集到近40根虫
草，这已算是今年不错的收获。随后的几
天，姐妹俩一根都没采到。

6月12日，虫草季进入尾声，姐妹俩也
下了山。今年，她们靠采虫草挣了2万多元，
这些钱，除了少部分留给自己外，几乎都会
交给父母，以支持在外地读书、从未上山采
过虫草的弟弟。

泽宗的爸爸日青在山下经营虫草生
意，他说：“让娃娃们采虫草只能挣到现在
的钱，挣不到以后的钱。”他坚信，全家的努
力一定会让儿子毕业后有更多的选择，而
不仅仅是采虫草、卖虫草。

理塘县教体局数据显示，“十三五”
以来，理塘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树立

“最大的民生在教育，最好的虫草在学
校”的思想，倾尽全力支持教育优先发
展，五年来全面落实教育扶贫基金740.25
万元，惠及8107名贫困学生，减免幼儿保
教费712.7万元，落实各类补助资金约2.15
亿元。目前，理塘县建有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35所，其中寄宿制学校34所。

“理塘县只有城区里的一所小学不是
寄宿制，因为这里的学生几乎都是县城里
的孩子。”达娃泽仁说，以今年虫草季为例，
理塘县全县35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里的
13187名中小学生没有一人在教学时间离
开学校上山采虫草。

刘晓红以去年理塘县中考为例，中考
前20名，基本上都是来自农牧区的娃娃。

“政府和家庭的支持、身边榜样的感染、互
联网的发展和眼界越来越开阔，让他们感
受到了教育带来的希望。你去理塘中学看
看，早上六点多，站在路灯下看书的孩子大
多来自农牧区。”

是的，理塘校园里的孩子们，就像
一根根“虫草”，正在悄悄为未来积蓄
着力量。

叶强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
麟 杨灵 摄影报道

理塘县最后一名孩子在虫
草季从山上回到课堂是几年前？
理塘县教体局副局长刘晓红说
不上来。在她看来，这其中一个
里程碑式的节点是2018年，当年
不通路、不通电、不通信号的克
日泽洼村教学点建立。

2018年6月的一天，禾尼乡
政府一名乡干部敲开了县教体
局局长雷红生办公室的门，称克
日泽洼村没有教学点，希望能建
一个。对于细节，这名乡干部不
愿多说，只是希望能派人到现场
去看看再说。

克日泽洼，在藏语里意为
“雪山下的部落”。名字很美，但
村民以前的日子并不容易。克日
泽洼村地处边远高寒牧区，平均
海拔超过4100米，以前是典型的

“不通路、不通电、不通信号”三
不通村庄，牧民们几乎与现代生
活隔绝。

教体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
人员下乡调研。次日，刘晓红带
队前往克日泽洼村。一早出发，
抵达时已是中午。他们站在山坡
上，看见村民们正在草原上“耍
坝子”（类似于野餐），有许多孩
子跑来跑去。

谈起想建教学点的初衷，村
民们道出原委：以前不通路，把孩
子们送到县上、乡上读书，周末接
不了，娃娃独自往返，一路上危险
重重。“现在路通了，有条件了，大
家都知道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才
能走出大山。”说到动情处，很多
农牧民眼眶红红的。

工作组立即展开摸排，村子
里有90多个娃娃应该进入学前教
育，12岁以下的孩子有40多个。可
孩子们读书，要么到70余公里外
的县城，要么去距离村子80余公
里的村戈乡小学，可到这两处，步
行需要一天时间，即使骑摩托车，
也要三个小时以上。

回到单位，刘晓红将此事汇
报后，教体局很快开了局务会，并
将调研和会议结果上报。县委、县
政府研究后，同意建立克日泽洼
村教学点，并要求在2018年9月之
前开设学前班和一年级。

在村级幼教点的基础上，教
体局的各方投入接踵而至。先期
来到这里的，是4名禾尼乡小学的
老师。为了支持老师，牧民们抱来
一捆捆柴火；怕老师吃不好，牧民
们又给老师搭起了简易厨房，送
来酥油、牛肉等。

9月开校时，教室里，坐着高
矮不一的学生；教室外，站着眼里
闪烁着希望的家长们。第一堂课
下课时，许多家长抹着泪离开。

现在的克日泽洼教学点，已
先后累计投入数百万元，教学楼
宽敞、操场绿茵如毯，和许多县城
内的小学相差无几。

6月14日，克日泽洼教学点负
责人降央桑珠告诉记者，现在，教
学点内设有学前教育和小学1~3
年级，共有107名学生，其中学前
教育阶段有35人，义务教育阶段
有72人。自从2018年教学点建立
后，再也没有孩子在虫草季旷课
去采虫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