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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吴光于

青藏高原东麓，海拔 7556米的“蜀山之王”贡
嘎山已被白雪包裹。山脚下，一位藏族警察正策马
扬鞭。11月 20日，作为四川省 30名特级优秀人
民警察之一，他因下乡缺席了“四川公安荣誉授予
日”的受奖仪式。当颁奖现场掌声雷动时，他的耳
边仍是雪山吹来的寒风。

他是李降措，铁血的警察，山一样的汉子，将
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高原，成为群众心中不
可替代的“贡嘎山卫士”。

6 年救下近百人 曾风雪中徒

步身背游客遗体

从康定出发，翻越折多山，越野车经过 4 个小
时的颠簸到达了贡嘎山乡。这里海拔 3600米，是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最偏远的乡，直到 2016 年
底才正式通电。冬日更显寂寥，降措的警车发动机
成了方圆几里唯一的声响。

不见一丝云彩的蓝天下，洁白的贡嘎主峰静
默矗立。这座被誉为“蜀山之王”的雪山在登山探
险界享有盛誉。1980 年，它成为我国第一批对外
开放接待外国登山队的七座雪山之一，吸引了大
批一流登山者。同时，举世无双的美景也吸引了众
多徒步爱好者“朝圣”。

然而，与胜景相伴的是巨大的攀登、穿越难
度。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贡嘎山因高原反应或
失足坠落而遇难的人已有 37人。

2011 年，李降措从康定市公安局调任贡嘎山
乡派出所负责人。驻守贡嘎山 6 年，降措已经救下
了上百游客，帮助了无数车辆脱离危险。“贡嘎山
是藏族人心目中的神山，我能守护它和这里的老
百姓，怎能不自豪？”

每年旅游旺季，派出所常接到人员失联报警
电话。山区没有信号，徒步者一旦未按既定时间出

山，就会让人揪心万分。降措总是一放下电话就立
即启程。他们扛着“康定市公安局”的红旗进山，茫
茫山野里，被困游客只要看见这面红旗就看到了
生的希望。

2016 年 12月 25日，一位牧民焦急地告诉降
措，贡嘎山二号地段一名游客高原反应非常严重，
可能撑不了太久。

顾不上大雪已经封山，降措叫上两位老乡，牵

上马，徒步上山。在风雪中摸索了两天一夜后，他
们最终在海拔 4600米处的一个帐篷里找到了被
困者，可惜到达时人已去世。

从警多年，降措目睹过太多生死，但没有哪一
次面对生命流逝他能不动容。去世的游客来自江
苏，是位资深“驴友”，这次却不幸因高反落单，与
亲人天人永隔。

完成一系列的检查和取证后，降措向他行了

三个礼。将命陨雪山的罹难者就地掩埋，只带走
部分遗物纪念本是国际惯例，可降措不愿留下
他长眠异乡。那天，他对着遗体讲了很多话。“兄
弟你放心，我会把你送回家乡，交给亲人。”

他不止一次运送遇难游客遗体下山，这一
次却万分艰难。

风雪交加，分不清哪是悬崖，哪是小路，牵
来的马已筋疲力尽。“如果将遗体驮在马背上，
容易晃动，马会受惊。一旦摔坏，我没法对死者
家属交代。”

降措作出一个决定——— 自己背他下去。
死者体重 80公斤，而降措还不到 70公斤。

踏着深及小腿的积雪，他将遗体背在身上，其他
人在身后扶着，艰难前行。

中途休息时，降措发现从遗体口中流出的
体液已经浸透了后背的警服，来不及害怕犹豫，
又继续前进。

两天两夜，他们穿过漫天的风雪，终于将遗
体和遗物完好无损地交给了死者亲人。

侠骨柔情 贡嘎山下处处是兄弟

多年的高山救援让降措的生死之交遍天
下。贡嘎山乡处处都有视他为亲人的百姓。

贡嘎山乡盛产虫草、松茸，但由于交通闭
塞，土特产过去一直通过中间商销售，价格被压
得很低。

自从降措来到贡嘎山，他就干起了义务“推
销员”。他内地朋友多，他就鼓励大家向村民直
接购买土特产。在他的帮助下，辍学的女孩重返
了校园，身患疾病的老人得到了医治。

在玉龙西村，牛高马大的藏族汉子牛麦谈
起往事，突然泪流满面。

前些年，由于父母生病，他不得不卖掉家里
的牛羊。在最困难的时候，降措将 5万元积蓄全
部借给了他。

如今，牛麦生活渐回正轨，但要照顾妹妹
和她的两个孩子，他无法外出挣钱。迟迟不能
还钱让他很过意不去。可降措说，兄弟之间不
必在意这些，眼下要紧的事是帮牛麦开个小
客栈挣钱，让他找回康巴汉子的自信和尊严。

贡嘎山村的拿雅汪都不会忘记，1 月 27
日，家里发生大火后第二天，已经调任康定市
公安局折西分局教导员的李降措大清早就风
尘仆仆地出现在面前，为他送来连夜募集的捐
款和衣物。“最绝望的时候，他给我吃了定心
丸。”

铁血警察 危难之处显身手

如果说贡嘎山下的岁月证明了降措的坚毅
与柔情，那么塔公草原上的锤炼则证明了他的
果敢与勇气。

贡嘎山乡人烟稀少，少有惊天大案，事关牧
民生计的偷牛盗马却时有发生。一有警情降措
就得出发，一次追击往往持续数日。深夜满天星
斗下，苍凉的歌声驱散了一夜又一夜的孤独与
寒冷。

折多山以西的塔公镇是康定治安形势复杂、
民风彪悍的地区。李降措在折西分局一上任就投
入到以缉枪治爆为主的治安乱象整治工作中。分
局局长杨毅和李降措是黄金搭档，在他们主导下，
折西地区一系列涉枪案件成功告破，今年，当地的
涉枪案件已经降至历史最低。

降措几乎一个月只能回一次家，夜深人静
时，远望贡嘎，眼前总是出现一双儿女和妻子的
身影。这些年，他隐瞒了太多路上的危险，只把
雪山下最美好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我只希望把这份岁月静好留给所有人。”
整理好行装，降措又要出发了。这一次的法律法
规宣讲，他还要走 8 个乡镇。远山静默，见证着
他的每一次启程与归来。 新华社成都电

“贡嘎山卫士”李降措：为你岁月静好，我愿驻守高原

▲ 7 月 5 日，李降措骑马走在贡嘎山下。受访者供图

（上接 1 版）达朵村是吴国良的老家，父母住
在村里，听说好久没回家的儿子来了，母亲早早准
备了一桌饭菜。可工作太多，吴国良走的时候都没
来得及进去看一眼。母亲追出门，只看到他远去的
背影。

下午五点，吴国良走访完三家村的唐元龙老
汉家，天色已晚，但还有一户人家没走访。

“天不早了，吃完饭再走吧！”
“不了，还要去下一家。”
告别后，唐元龙老两口刚转身回屋，忽听到门

外一声巨响。吴国良乘坐的车子滚下了山崖……
他走了，只有 32岁。

他们是领路人———
水要从河流中取、全村没有蔬菜店、高寒缺氧

致风湿病和心脏病等高发……西藏那曲市尼玛县
荣玛乡加玲加东村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的一部分，平均海拔 5000米以上，这片藏羚羊
等野生动物频频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出路在哪？易地搬迁！
可故土难离。村党支部书记达顿挨家挨户做

工作，有的人家甚至去了 10 多次。终于，说服了所
有村民。

搬迁前一晚，拿着扩音器，达顿事无巨细安排
事项：

路上有一名孕妇怎么办？途中将有医护车和
医护人员全程护送。

村民的牛羊今后怎么办？安排专人留下放牧，
乡亲们可以把牛羊交给合作社，获得收入……

2018 年 6月，村民在达顿的带领下，与整个
荣玛乡的群众一起跨越上千公里，从藏北高原南
迁至拉萨堆龙德庆区安置点，这次搬迁成为西藏
首个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

他们是贴心人

———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需要信任

轰隆隆的声音戛然而止。
河北省新河县申家庄村的郭秀英在挖掘机前

一坐，刚启动不久的村道路硬化只得停止。
道路硬化，是村支书史凤水的命。
他刚上任的时候，村集体账户上只趴着两毛

七分钱，外面还欠着 10 多万元。修路的 80 多万元
是史凤水四处跑、东拼西凑得来的。

史凤水是个能人，多年在外，在国企干过，自
己做过生意，他回村任支书的第一件事，就是自
己垫钱把坏水管改造了，解决了大家的吃水问
题。

接下来就是村里道路硬化。史凤水糖尿病加
重了，每天都坚持到现场，晚上再回去输液。

可郭大嫂不管这些。她家房子在村最西边，为
了排水，路中间修高，下雨天水就得往她家流。

史凤水赶来了。郭大嫂把一肚子委屈都说给
了这位“当家人”。

“我们给您加固一下地基，怎么样也不能把您
家墙冲垮了。沙子水泥，就算真用一百吨我也不心
疼呀。”

“嫂子，真冲垮了，别看村集体没钱，我出钱给
您修，您去大队里住，修好了您再回家。”

……
两个多小时，边开玩笑边谈心，边唠家常边劝

慰。
郭大嫂服了村支书。
一个月后，全村 5 条东西大街、2 条南北大街

全部实现硬化，村民们彻底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的日子。

大家兴奋地敲起锣、打起鼓、放起炮。史凤水
却突然语塞了，瞪着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

走村串户的采访，记者听到不少基层党支部
书记帮助贫困群众的故事，有的甚至让人哭笑不
得。

理发——— 这是云南勐海县曼班三队党支部第
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组组长罗志华和三名队员
绞尽脑汁，想出来与村民亲近的法子。

曼班三队是一个拉祜族聚居的寨子，拉祜族
被称为“猎虎的民族”，属“直过民族”。就在 10 多
年前，整个寨子 17户人家仍住在深山里，刀耕火
种、狩猎为生。

当地政府投入大笔资金为他们在山下修路建
房。搬出来没多久，村民们又集体跑回“老窝”，守
着茅草房靠山吃山。

7 年前，政府再次把这个村整体搬迁到交通
更便利的地方。2015 年，专门派了“四条汉子”来
把他们“稳”住。

看到村民们躲在树后张望生人，普通话甚至
是方言都不会讲，罗志华犯了难。琢磨了好几天，
他想出了给村民免费理发的法子。

这个法子灵，村民们慢慢来了。看到自己杂乱
的长发变成清爽的短发，乡亲们笑了。关系熟络起
来。理完发，再教村民洗澡，罗志华干脆和男村民
一起洗。

认识数字、数位、写自己名字……罗志华和队
员们把适龄孩子全部送到学校，又在村里办起夜
校，目标是确保 15岁至 30岁左右村民能简单识
别汉字、会简单的算术、用简单汉语交流。

今年 8月一天，罗志华突然收到一个村民发
来的微信：“老罗，吃饭了没有？”激动得他差点蹦
起来。

如今，跟着罗志华，村民们学会种菜、养殖，每
家每户养起了小耳猪，多的人家养了十几头，每头
能卖千余元。

做一名让群众信任的党支部书记，没有任何
捷径可以走，只能一心为民。

然而，对甘肃临夏州东乡县拱北湾村第一书
记吴佰顺来说，却干了一件“得罪”村民的事。

2018 年春季开学第三天，拱北湾村村民齐整
整集中在村委小院里。庄严的国徽高挂在屋檐下，
一辆当地人民法院的车停在院子里，针对村里几
户家长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案件，巡回法庭开庭审
理。

马一不拉黑木和几位村民当庭认错悔过。村
民们七嘴八舌，原来不让孩子上学违法不光是嘴
上说说啊。

吴佰顺上任以来，为因灾、因学、因病、因残致
贫的贫困家庭争取帮助；给村里拉项目、修路，带
着村民到处“找钱”，村子一天天有变化。但看到村
里总有辍学的姐姐背着弟弟、本应拿笔的小手却
到饭馆端起盘子，吴佰顺觉得扶贫要更往根子里
抓。

东乡县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3 . 2 年，有人甚
至连自家存折到期了都不认识，经常到银行问。

2018 年春节刚过，吴佰顺带着村干部不厌其
烦做辍学孩子家长的工作，见人就念叨读书才能
真脱贫，但收效甚微，一些家长借口家里没人做
饭、孩子不爱学习、要照看弟弟妹妹等推脱。就拿
马一不拉黑木来说，吴佰顺把他家里炕头都快坐
塌了，他仍坚定认为“上学不如打工”，把刚上初中
的儿子送到餐馆打工。

吴佰顺下决心诉诸法律。巡回法庭一宣判，全
村人都上了一课。自此，村里适龄孩子全部归校，
精神面貌很快发生改变。

“项目富一代，教育富百年。”吴佰顺舒了一口
气，对群众有好处的事，“得罪”人也得干。

他们是带头人

——— 播下一种信念、一份希望

“以前为什么穷，现在又为什么挣到钱了？”
今年惊蛰前后，记者来到甘肃省临洮县三益

村。大田还没解冻，村民张爱梅正在大棚里采摘西

葫芦。大棚所有权属村集体，收益归村民，但种
什么、怎么种、怎么卖，听合作社的。

面对记者的问题，张爱梅认真地想了想
说：“以前我种的菜只能卖两公里远。现在能卖
几千公里，卖出好价钱。书记说我成为市场细
胞了。”

张爱梅嘴里的“书记”叫龚志荣，是临洮县
大庄村、站沟村、三益村的联合党支部书记，也
是三益村的村主任。之前是一名从这个村子走
出去的成功商人。

2014 年清明节，龚志荣回村上坟。临走时，
村民把车拦住了：“村子富不起来，想让你带一
带，又怕亏了你的‘坛场’(方言，意思是事业、命
运等)。”

一个月后，龚志荣带着 1200多万元存款回来了。
在龚志荣看来，三益村有山有水，但远离市

场。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教会村民如何走进市场。
回来不到半年，龚志荣在村后荒山上开发

的千亩大棚、采摘园、观光果园、自行车赛道、亲
子养殖场便具雏形。

2017 年龚志荣成立村集体企业，下属净
菜、旅游等多个子公司，村民全部变成股民和工
人，像张爱梅这样的贫困户全部脱贫。

龚志荣教会了村民们，怎么建起自己的“坛
场”！

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实施，
一场影响深远的乡村经济再造也悄然发生：

不少乡村干部有了职业经理人的味道，很
多外出的村民返乡任职创业，大量村民在村里
就成了打工一族，田园综合体不断出现……

沉睡多年的一个个贫困乡村犹如注入强心
剂。

如今，曾经荒山遍野的贵州省石阡县大屯
村，与周边 6 个村合种的上万亩苔茶，不仅让这
里一年四季绿意盎然，更让村民收入一年间增
长了 30%。

这种改变，源自大屯村村支书周绍军。
“种茶不种粮食吃啥？”
周绍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大

家在荒山上种茶，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
但对常年靠“种一亩水稻收一箩米”过日子

的村民来讲，没想过也不敢想，没干过也不会
干。

发动村里多位 70 多岁的老党员做群众工
作，耐心做讲解，转变大家发展观念；邀请知名
茶叶专家担任合作社技术总监，耐心指导茶农
管护茶园；带着村民们申请 QS(质量安全)认
证，极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边干边学，边学边教。
如今，大屯村的苔茶已成功进入北京、上

海、广东等全国多地，还通过外贸企业，进入德
国、日本、摩洛哥等国际市场。

“茶产业管护好，可以保证 60 年有钱赚，这
是‘子孙产业’，抓好了世代不为吃饭忙！”周绍军
常对村民这样说。

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解
一生之需。

脱贫攻坚最基层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头
雁”，不仅需要把村子内在发展基因与外在发
展机遇结合，让村民有“志向”，还需要激发出
村民自主脱贫致富的热忱，让村民有“志气”。

2018 年 8月 15日，在延期驻村工作 1 年
后，宋鹏离开了甘肃宕昌县沙湾镇大寨村。

在村民们看来，这位“臊子书记”，最大贡献
不是带领村民挣了多少钱，也不是建立了一条
完整的臊子面电商产业链，更重要的是，留下一
种精神、一份希望。

第一次踏上陇原大地，宋鹏从兰州出发颠
簸 14 个小时终于到了大寨村，迎接他的是光秃
秃的大山和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面里的花
椒太麻，麻得他的嘴失去感觉。

宋鹏整夜睡不着——— 怎么干、干什么都不
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先要把村民的思想
“搅”起来，让他们知道，除了种地，还有很多可
以干的。

他决定拿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的“好手艺”土
猪肉臊子做文章。

不出意外，村民没一个赞成的，怕亏。
宋鹏不着急，先是带着村民代表走遍天津、

北京、西安、兰州等地的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到
甘肃省轻工研究院踏访学技术；成立村办企业，
建加工车间，组织村民技术劳力入股……

经过一年筹备，臊子加工厂拔地而起。
2017 年春节前夕，村代表在县电商年货节上推
介臊子新产品。几十瓶臊子被抢购一空。

村民们信了！
臊子厂的员工不断增加，当初反对最激烈

的村民现在成为臊子厂的主要技术骨干。
此后，罐罐酒、百花蜜等产品花样翻新，通

过电商推广销售，村集体收入一年翻了三番。
3 年过去，从前不吃麻辣的宋鹏，没有麻辣

食不知味。
宋鹏走了，可敢想敢干、自力更生的精神写

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留在村民心间。

他们是共产党人

——— 像一面面旗帜，飘扬在反

贫困斗争的战场上

前往云南金平县广西寨村的路上，已经可
以听到村支书刘富珠不少故事：

“他一敲锣说上课，村里没人不送孩子上
学”；

“他能把村里种的药材卖到昆明”；
……
广西寨村坐落在哀牢山深处。虽仅有 142

户、600 多名村民，却有汉族、瑶族、拉祜族、苗
族、哈尼族五个民族，不同民族间风俗习俗、语
言不同。

刚上任村支书，刘富珠妻子就去世了，他也
瘫痪在床。在去城里治病前，一贫如洗的刘富珠
把家里 7只鸡交了党费。

村民们说，刘富珠不仅“瘫”了，而且“疯”了。
然而，他的“疯”不止如此。
半年后，刘富珠奇迹般病愈站立归来，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大家修路。
好不容易申请来资金，乡亲们坚决不同

意———“挖路会惊动山神”。
刘富珠一咬牙，卖掉家里几头耕牛，组织大

家去县城、市区开眼界。
乡亲们愿意修路了，但修路要占几户村民

的耕地，有三家死活不同意。
刘富珠拿自家耕地交换。
在刘富珠主持下，广西寨村挖通大大小小

22 条路，近 150公里。村里种的草果、八角、灵
香草等都能卖出去，村民腰包鼓起来了。

大家全都服了刘富珠。
当年，一位不愿占自家耕地的村民有些不

好意思，想把地还给支书。刘富珠手一挥，“送出
去的东西，我从来不再要！”

“是党员干部，就要把心掏出来给老百姓
看。”

如今，刘富珠用自己的一颗心，将广西寨村

民的心紧紧团结在了一起。2016 年，全村实现脱
贫。

一名党员，就是村里的一面旗帜。
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所具备的凝聚力、战斗

力，带领群众焕发出的向心力、创造力，是在中国
共产党人带领下打赢这场历史决战的关键力量。

在很多边远山区的村民心中，身边党员什么
样，中国共产党人就什么样。

在张秀代的干部履历表上，只有一句话：
“1985 年任马家村党支部书记至今。”

地处四川华蓥山深处的岳池县马家村，是一
个“十年九不收”的穷乡僻壤。张秀代一辈子只有
一个目标———“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奔波 20 年为村里修路，6月里最热的天他拿
着一把卷尺去实地测量；为精准拓展增收，跑重
庆、广安，哪个地区什么季节农产品需求大、价格
高，摸得一清二楚……

然而，就在马家村脱贫攻坚即将取得突破的
阶段，张秀代也因肺脓肿进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没有停下来。村里发展“借鸡生蛋”模式的
3000只鸡运来了，他忍着剧痛，在酷暑下一只一
只细细察看，挑出有病的鸡退回去。等做完这一
切，他全身虚汗像水一般流淌……

最后一次参加村里会议，张秀代已不能讲
话，连凳子都不能坐久。村干部扶他回家的路上，
他不停地回头……

他走了，未满 60岁。
乡亲们说：“他的坟好找，老百姓的嘴，就是他

的碑！”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却偏偏少了他。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在许许多多村支书口中，都能听到这样的

话，朴实背后却力拔千钧。
最艰苦的环境与最坚韧的奋斗、最贫瘠的土

地与最富有的信仰往往同生。
1935 年，四川凉山州彝海见证了红军长征

途中与彝族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畔歃血为盟
的一幕。

80 多年后，这里又见证了一个年轻人在另
一场长征中的誓言。

“我说干就干！干不好自动辞职！”
冕宁县彝海村村支书马强，曾当过兵、做过

保安、做过生意。2013 年，回家过年的马强和 10
多个年轻人在彝海边喝酒聊天，聊起村里的贫
困，心有不甘，突然萌发回乡想法。

30岁的马强参加了村支书竞选，以 19 票比
17 票微弱优势胜了老书记。

他走到老书记面前，伸出手。可老书记说了
句“咱们走着瞧”，转身走了。

这位小马书记有想法也有办法：
很快申请到修路资金，一辆面包车、一身迷

彩服、一顶草帽，天天看进度，路很快修好了；
联系战友、朋友，推荐村里妇女农闲时外出

打工，3月去新疆摘棉花，7月去青海收枸杞。
三年后，第二次竞选村支书，马强全票当选。

转当村主任的老支书全力辅助他。
如今，彝海村已经脱贫，马强在设计村子未

来的乡村振兴图：通过建合作社，扩大花椒种植、
散养鸡养殖；利用“彝海结盟”的旅游优势，打造结
盟小镇……

刚开始只准备干三年的马强舍不得离开，他
觉得当村支书就是最大的事业，“这是我的家乡！
这是我的责任！”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
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
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人生之大幸。”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豪迈而坚定。

这是战场，也是熔炉，锻塑着信念，也激发着
力量。这些村党支部书记是贫困群众的领路人、
贴心人、带头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共产党人。

(记者何雨欣、姜伟超、周相吉、杨洪涛、庞明
广、张京品、侯雪静)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冲锋，在反贫困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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