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TH NEWS 新闻纵深

5E-mail:xushuangshuang@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须双双 美编/黄辰毅 2019.8.14

3年里，共编制实施项目93个，资金总

量3.14亿元，直接帮助1万余人增收脱贫，

当地贫困发生率由 18%下降到 0.3%；红河

谷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成为西藏自治区唯

一规模化的藏红花种植基地；教育卫生惠

及1.2万多人，学前汉藏双语教学试点项目

覆盖全县所有 1500名幼儿园学生……这

是由王高安、陆剑涛、王振、朱书敏、郭树

宝、侯坤 6人组成的上海第八批援藏干部

江孜联络小组，三年援藏交出的成绩单中

的一部分。

海拔4100米的江孜县，联络小组成员

在高原缺氧恶劣自然环境中，深入县直各

部门和 19个乡镇及村居，践行“扶贫先扶

志、扶贫必扶智、扶贫定扶质、扶贫须扶制”

理念。三年援建，江孜联络小组的每一位

成员在高原扶贫的道路上，都留下了深深

的印迹。

海拔4700米有了大棚
无论是投资建设藏红花

种植基地，还是倒逼当地发展
观念的转变，都是“传承援建
江孜接力棒，做江孜人创江孜
业谋江孜福”的初心体现。

在海拔 4700 米的加克西乡多根村，

一年四季没法种蔬菜，要吃蔬菜需要到

路途遥远的江孜县城去买。如今，作为

红河谷园区“1+19+X”辐射点之一，这里

建起了蔬菜大棚，即便是在冬天，农牧民

也能吃到新鲜的蔬菜。

日喀则市江孜县是全国 832 个贫困

县之一，全县约 7 万人口中，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有 11352 名。按照日喀则市统一

部署，江孜将在 2019年脱贫摘帽，任务十

分艰巨。作为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王

高安到达江孜后，毫不犹豫承担起了“脱

贫攻坚”的重任。

王高安介绍说，通过调研，江孜联

络小组提炼出“1+2+2”援建工作思路：

“1”就是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贯穿

援建工作全过程的主线；“2”指以红河

谷园区为核心、辐射乡镇村居的现代农

牧业和以宗山城堡老街为核心、辐射帕

拉庄园、紫金湿地的文化旅游业；另一

个“2”是以义务教育均衡化验收为重点

的教育事业和以藏医院和疾控中心建

设为重点的卫生事业发展。

这样的思路就是要帮助当地实现从

“输血机制”到“造血机制”的转变，而转

变的前提是必须转变贫困群众“等、靠、

要”观念，变“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2017 年的端午节，王高安去了卡堆

乡，到各村宣传“通过政府支持，农牧民

集资办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一个月后，

白定村党支部率先带领村民集资组建了

合作社，购买了一台装载机，每月租金

2.4万，在工地“捞金”，当年底，村民就有

了分红，尝到了转变观念带来的甜头。

加克西乡多根村的蔬菜大棚，也是通过

成立合作社建立起来的。

作为江孜县委常委、副县长的陆剑

涛，至今清晰地记得调研走访时的一个

场景——由于当地没有蔬菜，造成营养

不良，一位带着一个孙子的老奶奶，手

指都无法伸直，家里只剩一些土豆。

“当时觉得自己肩上有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就是要尽力提升当地人的生活

质量。”陆剑涛说。

2017 年底，加克西乡办起了合作

社，从未学过设计的陆剑涛几经努力，

为多个村设计了两个总面积 500 平方米

的半地下室大棚。大棚三分之二在地

下，里面还设有一口井，夏天把雪山上

的水引入井内，即使冬天气温零下 20 几

度，井里的水也不会结冰，可以用来浇

菜，保证了村民一年四季有新鲜的蔬菜

吃。

在日朗乡驻乡期间，陆剑涛发现当

地的藏鸡蛋很有市场，批发价每个 3 元，

但一直没有品牌，村民们也不知道如何

拓展市场。陆剑涛想到了家庭式藏鸡

养殖，通过将援建资金、产业项目和建

档立卡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联结起来的

机制，以“日朗模式”在江孜县复制推

广。

对于江孜的发展来说，更需要高附

加值的产业。在红河谷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区二期建设中，经过陆剑涛和同事们

的不懈努力，江孜建成了西藏自治区唯

一规模化的藏红花种植基地。

2017 年，第一批 46 万株藏红花顺利

开花，结束了西藏不产藏红花的历史。

2018 年，江孜县新建 130 亩种植基地，江

孜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藏红花规模化种

植基地。到 2018 年底，红河谷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区累计带动了 791 名贫困农牧

民灵活就业，人均增收达到 1500元。

2016 年进藏之初，江孜小组就提出

了“传承援建江孜接力棒，做江孜人创江

孜业谋江孜福”的初心。

三年后，王高安不忘初心，用“继

承、发展、展望”6 个字概括 3 年的援藏

过程。

“通过一批批援藏干部播撒先进理

念的种子，相信总有一天西藏会跨越现

有的发展阶段，赶上全国发展的脚步与

节奏，一起前进。”王高安表示。

缺氧不缺精神
援藏既要与自然环境抗

争，也要克服身体的各种不
适。但援藏干部工作标准不
因海拔高而降低，工作热情也
不因氧气缺而减少。

从 4月份到 10月份，西藏适合工程施

工的时间一年中只有 6个月，这让分管项

目建设的江孜县住建局副局长朱书敏明显

感到来自时间的压力。

援藏三年，朱书敏几乎天天到工地蹲守，

攀爬脚手架检查屋面防水，钻进工棚检查安

全施工情况，亲自验收、严格比对图纸……

针对援建项目数量多、战线长的特点，朱书

敏经过调研定下了缜密的工作思路：严格项

目程序，狠抓工程质量，落实施工制度，开展

“大比武·红黑榜”活动，示范引领、以点带

面，促进江孜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平上台阶。

“援建项目中的民生类工程，对提高当

地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意义重大。”朱书

敏说，比如农村饮水改造，因此，即便是偏

远地区施工不易，也要覆盖。

农牧民的饮水一是靠打深井，二是截

潜流，即把地表水集中到一个集水池中，再

通过管道通到村民家里。热龙乡海拔5500
多米，因为地质原因，打不了深井，村民需

要到河里背水。而当地冻土层又有 1.8米

厚，这意味着自来水管道必须深埋1.8米以

下，总共要埋9公里长。每次去工程现场，

车开不上去，朱书敏就一步步走上去，缺

氧、嘴唇发紫、头痛……克服身体极限。

2018年热龙乡的饮水工程完成后，惠

及了200多户村民及学校、乡政府等单位，

一年四季不愁用水。当地群众在水龙头上

扎起哈达，庆祝工程竣工。

“按照西藏自治区的要求，每个乡要有

一个深水井，而江孜全县 19 个乡目前有

100多个深水井，其中有一个乡就有 22个

深水井，自来水 100%到村，98%以上到

户。”朱书敏说。

朱书敏紧盯着项目的实施，而作为江

孜县发改委副主任的王振，则是分管着规

划、计划、立项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而且还

要兼顾项目的推进，收尾，考核。

做好科学合理的项目计划和确保资金

保障及时到位，是王振的主要职责。江孜

援藏项目点多面广。为了“把有限的资金

用在刀刃上”，实现扶贫效益，王振细致调

研、精准把握、认真编制项目计划。他坚持

“抓铁有痕”，严格抓各项手续办理，保障在

项目前期杜绝不合规隐患；在项目的推进

过程中，完善项目“月会制度”，及时沟通协

调，确保项目进度报送和资金拨付及时到

位；组织人才交流培训，促进各方沟通协

调，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其中，“周会制度”

的做法，打破了当地“月例会都没有”的惯

例，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但别人不知道的是，刚到江孜不久，王

振就患了高血红蛋白症，高原反应很厉害，

最后他做了红细胞单采的专门治疗，通过

抽血到体外的血液成份分离机进行离心分

离以减少红细胞的数量，缓解身体压力。

不仅是高原反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

让人不得不一年四季长裤长袖，还要带上

帽子。“回到上海后，36度的天气里，太阳

底下还是感到很温柔。”王振笑着说。

留下带不走的队伍
三年援藏路，一生江孜

情。援藏干部给当地留下了
带不走的医疗队，也留下了带
不走的双语课本，更留下了对
江孜的爱与付出。

3年来超过 10%的援建资金投入到江

孜的医疗建设，总量 4000多万元，创下了

历次援藏的新高。而江孜县人民医院成为

了西藏第一个国家级现代化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也成为西藏唯一一个县级的包虫病

治疗地点医院。对于日喀则市江孜县卫健

委副主任、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江孜县人民

医院院长的侯坤来说，“将包虫消灭到底”

是进藏之后的一个重点目标。

2017年4月的一天下午，侯坤刚做完一

台手术，出来喝水时，看到一个病人捂着肚子

进来。侯坤立即安排病人做CT，发现病人

包虫病的包囊破了，流到胆总管，引发急性

胆管炎，有生病危险。病人迅速被推进手术

室。手术当天从下午5点半到晚上11点多。

“手术做好后，人觉得像瘫了一样，浑

身感到特别冷。”侯坤说。

侯坤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医院的

规范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在他的带领下，江孜县人民医院从原先单

一的外科、内科发展为外科、骨科、泌尿外

科、急诊科、呼吸科、心血科和神经内分泌

科等门类齐全的医疗体系，还每年安排两

批骨干医生到浦东人民医院进修培训。

“疾病重症两个医生、两个护士长，腹

腔镜手术的医生两个……”侯坤如数家珍，

“现在腹腔镜手术已经不要我上台了，当地

医院的医生就能胜任，能留下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侯坤

也在当地被亲切地称为“安吉拉”（藏语中

“白衣天使”的意思）。

“走好自己的援藏路，就是要让西藏的

孩子有更好的路。”这是担任日喀则市江孜

县教育局副局长、江孜闵行中学校长郭树

宝的心声。

刚到江孜没多久，郭树宝发现，学校的

班会课上，有一半的时间，要么是学生自

习，要么是老师布置作业，班会课没有起到

应有的作用，这让郭树宝萌发了编写一本

双语德育教材的念头。

在同事的支持下，郭树宝召集了一批在

历史、人文、地理、藏语领域有特长的老师，

开始编写西藏自治区首套乡土德育双语读

本——《美丽江孜》。2017年初步完成后，该

读本又经过20多次修改，其间还请来多批次

的专家为这本教材进行把关，2018年11月

份，读本面向全县中小学正式出版发行。

同时，在郭树宝的推动下，中小学生德

育基地——江孜教育博物馆建立起来，成

为西藏自治区首座教育博物馆。

同时，在教学管理上，郭树宝也注重创

新：推动名师评选工程、信息化教学，制定创

新奖项以调动教师积极性，制订严格制度整

顿不规范教学行为……不断为江孜教育事

业“造血”，促进了江孜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3年时

间，上海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联络小组的

每一位成员用自己无悔的付出赢得了信任

和尊敬。用江孜县委书记白玛的话说：“第

八批江孜联络小组参与的领域，效率高，成

效实。浦东派来的干部我信任，放心。”

精准扶贫 爱洒高原
——上海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联络小组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继成

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浦东援藏干部带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更是理念的转

变。江孜县委书记白玛说：“浦东来的干部，我们信任。”

上海第八批援藏江孜小组组长王高安（左2）与上海市援

藏联络组翁轶丛（右2）在江孜县紫金乡调研规划扶贫项目。

藏红花终于姓“藏”，江孜藏红花种植辐射到了日朗乡等

边远乡镇，农牧民收获藏红花后露出灿烂的笑容。

上海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联络小组与当地人的合影。

□上海第八批援藏干部江孜联络小组 供图

①
②
③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