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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

玉树讯（赵永豪）近日，武警

青海总队玉树支队结合实际，掀

起大练兵体能训练热潮。

玉树支队紧贴任务需求、紧

盯实战需要、紧扣队伍现状，以

“新大纲”为指导，以军事训练“八

落实”标准为依据，区分部队任务

性质，按纲施训、科学组训，合理

安排训练内容，创新组训模式，干

部骨干带头示范、全程参与；紧盯

弱项求突破，突出重点求创新，不

断提升官兵整体军事素质。

玉树讯（李玉剑）近日，武警青海总

队玉树支队结合工作特点规律，紧盯

重点领域抓好安全事故预防工作。

玉树支队坚持将安全工作摆在首

位，召开专题会议分析部队当前的安

全工作形势，查摆工作短板和薄弱环

节，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坚持从教育

入手，扎实开展安全教育，强化官兵居

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开展“我为安全献

一计”群体性辩论活动，广泛征集官兵

对做好安全事故预防工作意见建议；

加强对在外人员管理，落实好部队家

庭联管责任制，严防人员失管失控；全

面查找隐患苗头，针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抓好整改。

玉树讯（张鑫）连日来，武警

青海总队玉树支队组织开展以

“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为主

题的读书活动，助推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

玉树支队坚持把此次活动作

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的有力辅助，着力培

养官兵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

奉献精神。采取集中学习、干部

领读、个人自学等方式组织学习，

引导官兵从中获得深刻启示，积

极投身强军兴军实践。

玉树讯（刘诚）连日来，武警

青海总队玉树支队针对当前官兵

执勤任务重等实际情况，充分发

挥政治工作效能，积极营造和谐

融洽的军营环境。

干部骨干坚持与官兵贴心交

流、面对面沟通，帮助官兵在工作

上互相激励、生活上互相关爱、情

感上互相理解，有效促进了内部

和谐。积极开展读书看报、球类

运动等文体娱乐活动，缓解官兵

思想心理压力。

玉树讯（包新华）日前，武警

青海总队玉树支队勤务保障大队

深入贯彻“后勤变前勤”要求，考

核司务长、军械员、卫生员等人

员。

今年以来，勤务保障大队始

终围绕实战化保障，坚持仗怎么

打保障就怎么练，确保每次任务

都拉得出、上得去、供得好、打得

赢，特别是针对玉树地区气候特

点，加大实装、实供、实修、实救训

练，真正把技能练精，为各项任务

提供坚强后勤综合保障。

扎实开展 事故预防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

贴心交流 促进和谐

认真考核 充分保障

大力开展 军事训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工作纪实

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上接第6版）

2017年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在拉萨启动时，习近

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希望科考研究着

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

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

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

《格萨尔王》是我国著名的少数

民族史诗。在率中央代表团来西藏

时，习近平同志来到西藏博物馆，参

观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图片和

实物，看到藏戏、史诗《格萨尔王》被

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藏

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发展。此

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赴地方考察等场合，多次提及这

部史诗。

教育事业关系西藏的长远发

展。2018年 10月，在西藏民族大学

建校 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

去贺信，希望学校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

维护民族团结，全面推进学校各项

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厚爱如山，情深似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西藏的关心，使高原儿女受到巨

大的鼓舞，积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新时代新西藏——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藏家儿女正奋力书写雪

域高原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的

新篇章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有个德庆

村。过去，这里曾是一片荒郊，有不

少人外出乞讨，村子落了个“乞丐

村”的绰号。

如今，得益于党的脱贫攻坚政

策，经过村民们的努力，德庆村已成

为靓丽富裕的乡村。

“日子过得更好了，年轻人都比

拼赶超，感谢党中央和总书记，让我

们过上了好日子。”土生土长的德庆

村人，64岁的朗杰言语中带着喜悦。

“要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

度贫困地区，落实脱贫攻坚方案，瞄

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

实”；“要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

防止反弹”。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掷

地有声，字字千钧。

2019 年底，作为“三区三州”中

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西

藏，最后一批 19个贫困县（区）正式

退出贫困县（区），标志着西藏全区

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说：“60
多年前，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百万农

奴翻身解放。今天，在党的领导下，

困扰西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基

本消除，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减贫史

上的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时光如雅鲁藏布江奔流，信念

似喜马拉雅山坚毅。

进入新时代，西藏迎来了前所

未有、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

——弘扬“两路”精神，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

今年 6 月 20 日 7 时，随着藏木

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主梁顺利合

龙，拉萨至林芝铁路全线 120 座桥

梁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这条“天路”全线 16 次跨越雅

鲁藏布江，地质条件复杂，桥隧比高

达 75%，预计今年底全线铺轨完成。

“新形势下，要继续弘扬‘两路’

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

殷殷嘱托，也是‘天路’建设的重要

保障。”中铁十九局集团拉林铁路工

程指挥部指挥长何旭说。

另一条“天路”也在抓紧建设

中：用不到 10 年的时间，西藏主电

网不仅实现了快速“升级换代”，还

加速向更为偏远的地区延伸覆盖。

7 月 26 日，国家重点工程——

阿里电力联网工程全线贯通，成为

继青藏、川藏、藏中电力联网工程之

后的第 4条“电力天路”。工程正式

投运后，将彻底解决阿里电网孤网

运营问题，为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带

来更多便利。

——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

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千里之外，疫情面前，你们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走出隔离病房、

摆脱病毒折磨的小张向医护人员深

深鞠躬。

今年年初，从湖北进藏旅游的

小张，被确诊为西藏唯一的新冠肺

炎患者。由藏族、汉族、回族、土族

等多民族组成的西藏自治区第三人

民医院医护团队，上演了“一座医

院、一个病人”的医者仁心故事。

类似的民族团结佳话同一时间

也在湖北武汉传颂。春节期间，有

62名西藏学生的家长到武汉看望在

那里就读的孩子，因为疫情滞留在

学校周边。

武汉市教育局为他们协调安排

免费食宿，学生家长也成立临时党

支部，帮助搬运蔬菜等物资。临时

党支部书记巴桑次仁说：“这次疫情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温暖力量。”

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

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工

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

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

将每年 9月作为西藏自治区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将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

今年 1月，《西藏自治区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在自治区

人代会上全票通过，并于 5月 1日起

正式施行。这是西藏贯彻党中央

“依法治藏”重要原则的立法举措。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藏兴业

创业，许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其

他省区市就业，西藏民族团结基础

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

入人心。

——神圣国土得到守护，幸福

家园安定祥和。

沿着曲折的帕里河逆流而上，

穿过河谷、险滩、悬崖，站在雪山顶

上极目远眺,一个形似“堡垒”的村

落出现在眼前。

这便是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

鲁松杰乡巴卡村。雪峰矗立，山高

谷深，这里是西藏最难抵达的边境

村庄之一。

45岁的次白益西和妻子顿珠桑

姆今年一开春，就从阿孜冬季牧场

迁回边境小康村的新房里。新房卧

室、客厅、厨房、储物间、厕所划分合

理，宽敞的院落能种菜养花。

“这得益于国家实施的边境小

康示范村项目。现在我们吃穿不

愁，家园越来越美，政府还发放边民

补贴。”次白益西说，“我们安心守边

的信心更足了。”

2018 年以来，西藏大力实施以

“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

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边境地

区群众生活大幅改善，广大边民像

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守护

着国境的安宁和万家的平安。

——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2019年底，双湖县约 2900人向

南跨越近千公里，搬迁到了雅鲁藏

布江北岸。这是西藏极高海拔地区

生态搬迁规划的一部分。退出的土

地，将“归还”给大自然。

曾饱受风沙侵扰的雅鲁藏布江

山南段，如今已形成一道长 160 多

公里、平均宽约 1.8 公里的“绿色长

城”，成为极高海拔地区群众远离恶

劣高寒天气的新家园。这是西藏生

态建设发挥社会效益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生

态保护提出的要求，推进美丽西藏

建设。全区 45%的区域列入最严格

保护范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世

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教育医疗事业不断进步，

为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排排藏式风格浓郁的教学楼

里，电子白板等多媒体教学设备一

应俱全，塑胶跑道、篮球场上人影攒

动。

位于拉萨教育城的拉萨江苏实

验中学，是全国率先实行“组团式”

援藏的学校，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投

资建设，2014年 9月 1日正式开办。

“就教育现代化条件来说，即便

放在江苏省，学校的硬件建设也是

一流的。”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校长马

华说，学校目前有 20 名教师“组团

式”援藏，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德育

主任、教务主任均由援藏教师担任。

得益于先进的教学理念，拉萨

江苏实验中学中考成绩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年位列拉萨第一，被

誉为“家门口的内地西藏班”。

新时代的西藏，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涵盖学

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比较完整

的现代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各族人民

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近年来开展的教育、医疗等人

才的“组团式”援藏工作，为西藏各

族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

祉。

自 2015 年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工作实施以来，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多家附属医院以及 7省市

已选派 800多名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助西藏，共创建 6 家“三级甲等”

医院，帮带 721 个医疗团队 2031 名

本地医务人员，填补千余项技术空

白，实现 371种大病不出藏。

高原人民更不会忘记，为了西

藏的发展，20多年来，一批批来自全

国各地、各行业的援藏干部带着党

中央的深切关怀，舍小家、顾大家，

为雪域高原奉献出青春。

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传颂着

携手奋进的动人故事。

2019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

1697.8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59 年的 1.74 亿元增长了约 205.8
倍，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到 37410元和 12951元，人

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初期的 35.5
岁提高到 70.6 岁，一个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屹立

于地球之巅。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

气，最宝贵的是精神。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

各族儿女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

新时代内涵，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撸

起袖子加油干，携手奋进新时代。

生活在这片古老而神奇土地上

的人们坚信：明天一定更美好！

新华社拉萨8月27日电（记者

沈虹冰 罗布次仁 王琦 张京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