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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为 民一 心 为 民 永 葆 本 色永 葆 本 色
本报评论员本报评论员

“地图县长”和路的传奇““地图县长地图县长””和路的传奇和路的传奇

““乡土情怀乡土情怀””和爱的欢歌和爱的欢歌

独龙族党员干部高德荣独龙族党员干部高德荣，，3030 多年来心系家乡父多年来心系家乡父

老老，，不求回报不求回报、、不谋私利不谋私利，，为当地发展和少数民族脱贫为当地发展和少数民族脱贫

致富呕心沥血致富呕心沥血，，用扎根用扎根““泥土泥土””的执着坚守彰显了公仆的执着坚守彰显了公仆

本色本色，，用一心为民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公仆情怀用一心为民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公仆情怀，，不愧为不愧为

新时期服务人民新时期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优秀基层干部楷模奉献社会的优秀基层干部楷模！！

为早日改变当地信息闭塞为早日改变当地信息闭塞、、基础落后基础落后、、发展迟缓发展迟缓

的现状的现状，，高德荣主动放弃城市的优越环境高德荣主动放弃城市的优越环境，，长期驻守长期驻守

在半年以上大雪封山在半年以上大雪封山、、条件极其艰苦的基层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基层工作。。他他

把把““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田间地头设在田间地头、、施工现场施工现场，，为群众冷暖为群众冷暖

积极奔走积极奔走，，身体力行带领乡亲们修路架桥身体力行带领乡亲们修路架桥、、发展产发展产

业业。。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他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无无

论工作条件发生怎样变化论工作条件发生怎样变化，，他想的他想的、、干的都是为了让干的都是为了让

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一点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一点。。高德荣将自己的热忱高德荣将自己的热忱、、汗水汗水

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敬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敬

重和爱戴重和爱戴。。

在高德荣身上在高德荣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一切为

了群众了群众，，是他从未改变的信念和准则是他从未改变的信念和准则。。他永远把群众疾他永远把群众疾

苦铭记于心苦铭记于心，，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勤俭节约的优良作

风风，，真心为群众谋利益真心为群众谋利益，，用自己的务实担当用自己的务实担当、、无私奉献无私奉献

模范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模范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他的无私与大爱他的无私与大爱、、清风与正清风与正

气气、、淳朴与善良淳朴与善良，，正是我们的时代正是我们的时代、、社会以及无数老百社会以及无数老百

姓所真心期盼的姓所真心期盼的，，也是最最需要的也是最最需要的。。高德荣同志为我们高德荣同志为我们

树起了又一个模范标杆和又一面闪亮的镜子树起了又一个模范标杆和又一面闪亮的镜子，，广大党员广大党员

干部都应当学一学干部都应当学一学、、照一照照一照，，见贤思齐见贤思齐，，查找差距查找差距，，牢牢

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胸怀亲民之胸怀亲民之

心心，，践行利民之举践行利民之举，，做群众路线的模范实践者做群众路线的模范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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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题图 怒江第一湾怒江第一湾、、独龙江乡的乡村公路和共产党员高德荣独龙江乡的乡村公路和共产党员高德荣。。

①① 独龙江乡新建的独龙江乡新建的民居民居。。

②② 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二标段施工现场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二标段施工现场。。

③③ 1212月月 55日日，，记者驱车进入独龙江乡记者驱车进入独龙江乡。。 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张张 双双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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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独龙江边我生在独龙江边，，清清的独龙江清清的独龙江，，是我从母腹里呱是我从母腹里呱
呱坠地的澡盆呱坠地的澡盆，，独龙江的每一处沙滩独龙江的每一处沙滩，，每一流清泉每一流清泉，，每一每一
颗石子都是我儿时的朋友颗石子都是我儿时的朋友。。我和她在一起玩耍我和她在一起玩耍，，一起嬉一起嬉
戏戏，，一起哼山歌一起哼山歌，，一起唱调子一起唱调子。。我在她的哺育下一天天长我在她的哺育下一天天长
大成人⋯⋯大成人⋯⋯””

火塘里的木块烧得通红发亮火塘里的木块烧得通红发亮，，驱走了冬夜的寒意驱走了冬夜的寒意。。高高
德荣在自家的篾笆房里德荣在自家的篾笆房里，，同记者一起观看电视散文专题同记者一起观看电视散文专题
片片《《太阳照到独龙江太阳照到独龙江》。》。

很难想象很难想象，，那些灵动的画面那些灵动的画面，，诗意的语言诗意的语言，，都是出自都是出自
眼前这个穿着土气眼前这个穿着土气、、不修边幅的老人之手不修边幅的老人之手。。一件老旧又肥一件老旧又肥
大的藏蓝色中山装敞怀穿着大的藏蓝色中山装敞怀穿着，，侧面口袋边磨得发亮侧面口袋边磨得发亮，，袖口袖口
上沾着白灰上沾着白灰。。高德荣却不以为然高德荣却不以为然，“，“与其花时间打扮自己与其花时间打扮自己，，
还不如用所有精力去打扮自己热爱的家乡还不如用所有精力去打扮自己热爱的家乡。”。”

高德荣在贡山县城的家高德荣在贡山县城的家，，位于丹当路的一条窄巷位于丹当路的一条窄巷
里里，，在一栋老楼的一层在一栋老楼的一层，，4747 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从从
19901990 年高德荣调入县城工作起年高德荣调入县城工作起，，他们一家四口在这里他们一家四口在这里
住了住了 2020多年多年。。

昏暗的光线遮掩不住墙壁和天花板上的斑斑黄渍昏暗的光线遮掩不住墙壁和天花板上的斑斑黄渍，，
严重起裂的旧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严重起裂的旧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最奢侈的家电是一最奢侈的家电是一
台台 2121 英寸的平面直角彩电英寸的平面直角彩电，，这在城市的家电卖场里已这在城市的家电卖场里已
经难得一见了经难得一见了。。如果不是墙上挂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如果不是墙上挂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
见合影见合影、、一串串会议出席证特邀证列席证一串串会议出席证特邀证列席证，，还有各种奖还有各种奖
牌和绶带牌和绶带，，真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家真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家。。

独龙江乡有多远独龙江乡有多远？？
在时间的轴线上在时间的轴线上，，这是一次超光速的跨越这是一次超光速的跨越。。新中国成新中国成

立后立后，，独龙族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独龙族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
义社会义社会。。而自古以来的大雪封山而自古以来的大雪封山，，又让它每年有半数时光又让它每年有半数时光
与世隔绝与世隔绝。。

在空间的轴线上在空间的轴线上，，这是一程漫长而困苦的跋涉这是一程漫长而困苦的跋涉。。
19641964 年建成的人马驿道曾是独龙江乡与外界相连的第年建成的人马驿道曾是独龙江乡与外界相连的第
一条通路一条通路。。开山季里开山季里，“，“国家马帮国家马帮””曾将一袋袋粮食曾将一袋袋粮食、、盐巴盐巴、、
药品等物资从贡山县城驮进乡里药品等物资从贡山县城驮进乡里。。

就是在这个连生存都很困难的边远山区就是在这个连生存都很困难的边远山区，，高德荣奉高德荣奉
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工作工作 3939 年来年来，，他先后担任过他先后担任过
独龙江乡的小学教员独龙江乡的小学教员、、乡长乡长，，贡山县县长贡山县县长，，怒江州人大常怒江州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和州委独龙江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委会副主任和州委独龙江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今今
年年，，老高退休了老高退休了，，但人们仍亲切地称他但人们仍亲切地称他““老县长老县长”。”。

19881988 年年，，乡长高德荣所在的独龙江乡乡长高德荣所在的独龙江乡，，仍是江上没仍是江上没
有一座桥梁有一座桥梁，，地上没有一寸公路地上没有一寸公路。。他深知他深知，，路是路是““生命线生命线”，”，
如果没有一条与外界连通的公路如果没有一条与外界连通的公路，，独龙族群众将永远被独龙族群众将永远被
困在深山峡谷里困在深山峡谷里，，无法与现代文明接轨无法与现代文明接轨。。

““从乡长到县长从乡长到县长，，老县长手里经常拿的一样东西就是老县长手里经常拿的一样东西就是
地图地图——贡山县行政区划图贡山县行政区划图。”。”曾任贡山县副县长的李永曾任贡山县副县长的李永
卫说卫说，“，“现实中没有路现实中没有路，，他就在地图上画出一条路来他就在地图上画出一条路来，，去跟去跟
省里的领导省里的领导、、北京的领导讲北京的领导讲，，独龙江乡处于什么样的地理独龙江乡处于什么样的地理

路是梦的起始路是梦的起始，，梦是路的延伸梦是路的延伸。。
走进独龙江乡走进独龙江乡，，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

界界——这里的山这里的山，，苍翠欲滴苍翠欲滴；；这里的水这里的水，，清澈见底清澈见底。。置身其置身其
中中，，能听到山的低吟能听到山的低吟，，水的欢唱水的欢唱；；能闻到蜜香四溢能闻到蜜香四溢，，草果飘草果飘
芳芳；；能看到靓丽民居能看到靓丽民居，，如花笑靥如花笑靥。。

然而然而，，这片净土却曾贴满了这片净土却曾贴满了““最最””字头的标签字头的标签———在—在
贡山县贡山县、、怒江州乃至云南省怒江州乃至云南省，，独龙江乡都是一个最边远独龙江乡都是一个最边远、、
最原始最原始、、最封闭最封闭、、最落后的乡镇最落后的乡镇；；也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也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
路路、、最后一个通电最后一个通电、、最后一个通电话最后一个通电话、、最后一个通互联网最后一个通互联网
的地方的地方。。直到直到 20092009 年年，，这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这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900900
多元多元。。

这一切这一切，，高德荣看在眼里高德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急在心里。。他说他说，，
““总吃低保是不行的总吃低保是不行的，，独龙族要靠自己的双手发展独龙族要靠自己的双手发展
致富产业致富产业，，建设建设‘‘绿色银行绿色银行’，’，实现小康梦实现小康梦。”。”

20062006 年年，，已任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已任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的高德荣自愿回到独龙江乡蹲点工作任的高德荣自愿回到独龙江乡蹲点工作。。
经过考察经过考察、、试种和遴选试种和遴选，，他看准了适合林下他看准了适合林下
种植种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香料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香料——草果草果。。
20072007 年年，，高德荣建起独龙江斯达草果种植高德荣建起独龙江斯达草果种植
苗圃培训站苗圃培训站，，率先示范种植率先示范种植，，手把手地对乡手把手地对乡
亲们进行培训亲们进行培训。。

江岸对面的山坡上江岸对面的山坡上，，草果树长得郁郁葱草果树长得郁郁葱
葱葱。。高德荣欣慰地说高德荣欣慰地说，“，“现在独龙江乡草果种现在独龙江乡草果种
植面积快到植面积快到55万亩了万亩了，，人均人均1010多亩多亩。。去年种去年种

得最多最好的一得最多最好的一
户户，，光卖草果就光卖草果就
挣了挣了77万元万元。”。”

草果种起来草果种起来
了了，，高德荣又带高德荣又带
领乡亲们试种新领乡亲们试种新

位置位置，，为什么需要打通这条道路为什么需要打通这条道路。”。”
高德荣始终不渝地奔走呼吁高德荣始终不渝地奔走呼吁，，向各级部门争取政策向各级部门争取政策、、

资金和项目支持资金和项目支持。。19991999 年年 99 月月 99 日日，，全长全长 9696 公里的独龙公里的独龙
江简易公路建成通车了江简易公路建成通车了。。

纤细的公路抵挡不住大雪的肆虐纤细的公路抵挡不住大雪的肆虐，，每年每年 1212 月到翌年月到翌年
55 月月，，独龙江乡大雪封山的日子一如既往独龙江乡大雪封山的日子一如既往。“。“人家发展一人家发展一
年年，，我们只有半年我们只有半年。”。”高德荣心急如焚高德荣心急如焚。。

为了让独龙江乡的开山期更长一些为了让独龙江乡的开山期更长一些，，每年临近封山和每年临近封山和
开山时开山时，，高德荣都要驻守雪山高德荣都要驻守雪山，，和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和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一
起推雪开路起推雪开路。“。“20072007 年是推雪时间最长的一次年是推雪时间最长的一次，，老县长和老县长和
我们一起干了我们一起干了5050多天多天。”。”贡山县交通局驾驶员褚丽光说贡山县交通局驾驶员褚丽光说。。

20102010 年年，，云南省推进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云南省推进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独龙
族整族帮扶计划族整族帮扶计划。。坑洼不平的独龙江公路被涂抹上沥青坑洼不平的独龙江公路被涂抹上沥青，，
改建成一条设计时速改建成一条设计时速 2020 公里的四级公路公里的四级公路。。而穿越高黎贡而穿越高黎贡
山的独龙江隧道山的独龙江隧道，，则绕开了积雪最严重的则绕开了积雪最严重的 2323 公里山路公里山路，，
并能缩短并能缩短 22个小时左右的行程个小时左右的行程。。

今年今年 44 月月 1010 日日，，隧道贯通隧道贯通，，目前已进入二次衬砌和目前已进入二次衬砌和
机电安装阶段机电安装阶段。。今年底今年底，，隧道有望实现分时段通车隧道有望实现分时段通车。。届时届时，，
独龙江乡和贡山县城将实现全年通车独龙江乡和贡山县城将实现全年通车，，大雪封山的历史大雪封山的历史
将被彻底终结将被彻底终结。。

““不仅是独龙江乡不仅是独龙江乡，，整个贡山县的交通发展规划都在整个贡山县的交通发展规划都在
老县长的地图上呢老县长的地图上呢。”。”贡山县副县长贡山县副县长、、原县交通局局长郭原县交通局局长郭
建华说建华说，“，“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老县长每次去老县长每次去
北京开两会北京开两会，，都要带上都要带上 1010 多张我们县的地图多张我们县的地图，，向各级领向各级领
导汇报工作导汇报工作、、争取支持争取支持。”。”

贡山县地处滇西北贡山县地处滇西北，，东与迪庆州德钦东与迪庆州德钦、、维西两县相维西两县相
连连，，南与福贡县相邻南与福贡县相邻，，北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接壤北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接壤，，西与西与
缅甸毗邻缅甸毗邻。。高德荣提出高德荣提出““南下北上南下北上、、东进西出东进西出、、打破口袋打破口袋
底底””的交通发展思路的交通发展思路，，让贡山公路四通八达让贡山公路四通八达，，成为滇西北成为滇西北
旅游胜地和通往缅甸旅游胜地和通往缅甸、、印度最近的国际通道印度最近的国际通道。。

““19881988 年年，，整个贡山县的公路只有整个贡山县的公路只有 4343 公里公里，，如今全如今全
县公路里程已达县公路里程已达 674674 公里公里。”。”贡山县交通局局长杨学聪贡山县交通局局长杨学聪
说说，“，“老县长常念叨老县长常念叨，，多一段路多一段路、、多一座桥多一座桥，，就能尽快连通就能尽快连通
山外发展的大动脉山外发展的大动脉，，这是所有贡山人的心愿这是所有贡山人的心愿。”。”

““绿色银行绿色银行””和梦的热望和梦的热望

的作物的作物——重楼重楼。。这种名贵的中草药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这种名贵的中草药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
之一之一，，生长喜欢背阴潮湿生长喜欢背阴潮湿，，更加适合独龙江的地理气候条件更加适合独龙江的地理气候条件。。

龙龙元村村支书江建华家前年带头种植了元村村支书江建华家前年带头种植了 1010 多亩重多亩重
楼楼。。他说他说，“，“现在全村户均种植已达现在全村户均种植已达 22 亩亩，，还要继续种还要继续种，，按按
老县长说老县长说的的，，争取到争取到
20202020 年 达 到 户 均年 达 到 户 均 44
亩亩。。我们把重楼种起我们把重楼种起，，
草果种起草果种起，，花椒也种花椒也种
起起，，蜜蜂养起蜜蜂养起，，鸡和牛也养起鸡和牛也养起，，小小
康日子就能过起喽康日子就能过起喽！”！”

独龙江的公路修好了独龙江的公路修好了，，经济也逐渐发展经济也逐渐发展
起来了起来了，，9393%%的森林覆盖率的森林覆盖率，，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吸引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休闲旅游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休闲旅游。。本该是件高兴的事本该是件高兴的事，，高高
德荣却深感忧虑德荣却深感忧虑，“，“游客把吃的喝的用的都带进来游客把吃的喝的用的都带进来，，吃了吃了
喝了用了喝了用了，，把瓶子垃圾全丢给我们把瓶子垃圾全丢给我们，，清都清不完清都清不完。”。”

为此为此，，高德荣提议干了三件事高德荣提议干了三件事：：第一第一，，给每个进乡的给每个进乡的
游客发一顶帽子游客发一顶帽子，，印上大大的印上大大的““文明文明””两个字两个字，，提醒他们要提醒他们要
当文明游客当文明游客；；第二第二，，为避免无法回收的玻璃瓶污染环境为避免无法回收的玻璃瓶污染环境，，
独龙江乡规定禁止销售瓶装酒独龙江乡规定禁止销售瓶装酒；；第三第三，，全民植树全民植树，，高德荣高德荣
带头在独龙江乡村公路边种了带头在独龙江乡村公路边种了 500500多棵绿化树多棵绿化树。。

截至截至 20132013 年年，，独龙江乡农村经济收入独龙江乡农村经济收入 11051105 万元万元，，比比
20092009 年增长年增长 124124%%，，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362236 元元，，比比
20092009 年增长年增长 146146%%。。当人们欣喜于特色产业和生态旅游当人们欣喜于特色产业和生态旅游
带来的诸多惠利时带来的诸多惠利时，，高德荣想得更为长远高德荣想得更为长远，“，“独龙族必须独龙族必须
提高各方面素质提高各方面素质，，不然脱贫返困的情况迟早会发生不然脱贫返困的情况迟早会发生。”。”

康巴汉子肖建生从康巴汉子肖建生从 20002000 年起给高德荣当司机年起给高德荣当司机，，也也
是独龙族首批是独龙族首批 33 名驾驶员的教练名驾驶员的教练。。他回忆说他回忆说，，20082008 年年，，高高
德荣从云南省预备役师装备部要来一辆淘汰了的北京吉德荣从云南省预备役师装备部要来一辆淘汰了的北京吉
普普，，他自掏汽油费和生活费他自掏汽油费和生活费，，让肖建生当教练让肖建生当教练，，在巴坡村在巴坡村
进行培训进行培训。。如今如今，，肖建生培训的肖建生培训的 33 个人中有个人中有 11 人在乡政府人在乡政府
开车开车，，另两人自己买车跑起了运输另两人自己买车跑起了运输。。独龙族已经培养出了独龙族已经培养出了
5050 名农用拖拉机驾驶员和名农用拖拉机驾驶员和 5050 名汽车驾驶员名汽车驾驶员。。在高德荣在高德荣
的推动下的推动下，，独龙江乡从只有一所完小发展到九年一贯制独龙江乡从只有一所完小发展到九年一贯制
教育教育，，学生入学率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连续巩固率和升学率连续 55 年保持年保持 100100%%，，
上百人考上了大学上百人考上了大学，，还走出了第一名女硕士研究生还走出了第一名女硕士研究生。。

独龙江乡的民居外墙上独龙江乡的民居外墙上，，几乎都饰有七彩条纹的图几乎都饰有七彩条纹的图
案案。。乡党委书记和国雄告诉记者乡党委书记和国雄告诉记者，“，“那是独龙族特色织物那是独龙族特色织物
独龙毯的图案独龙毯的图案，，寄托了人们向往七彩生活的美好愿望寄托了人们向往七彩生活的美好愿望。”。”
如今如今，，独龙人民把富裕梦独龙人民把富裕梦、、发展梦发展梦、、小康梦的色彩也织进小康梦的色彩也织进
了独龙毯里了独龙毯里，，梦想的光华梦想的光华，，美不胜收美不胜收。。

在儿子高黎明的记忆中在儿子高黎明的记忆中，，家总是拥挤不堪的家总是拥挤不堪的。。大雪封大雪封
山之前山之前，，很多独龙族乡亲要来县城采购很多独龙族乡亲要来县城采购，，囊中羞涩住不起囊中羞涩住不起
旅馆旅馆，，就会被父亲招呼到家里来就会被父亲招呼到家里来。“。“住七八个人是常有的住七八个人是常有的
事事，，多的时候十几个多的时候十几个。。原来我家住三楼原来我家住三楼，，因为老家来的人因为老家来的人
太多太多，，行李把楼梯都堆满了行李把楼梯都堆满了，，为了不影响邻居上下楼为了不影响邻居上下楼，，我我
们才搬到一楼的们才搬到一楼的。”。”

““爸爸担任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后爸爸担任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后，，本来可以分本来可以分
套大一些的房子套大一些的房子。”。”女儿高迎春话锋一转女儿高迎春话锋一转，“，“谁知道谁知道，，他不但他不但
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房子，，连现金补贴也没要连现金补贴也没要，，还主动提出要回独龙江乡还主动提出要回独龙江乡
蹲点工作蹲点工作。”。”

这个让人意外的决定这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却也在预料之中却也在预料之中。。早在早在 19791979 年年，，
在怒江州师范学校留校任教的高德荣就曾放弃城市生活在怒江州师范学校留校任教的高德荣就曾放弃城市生活，，
主动返回独龙江乡巴坡完小教书主动返回独龙江乡巴坡完小教书。。此后此后，，无论职务怎样升无论职务怎样升
迁迁，，独龙江的乡土和人民始终是他的牵挂独龙江的乡土和人民始终是他的牵挂，，再次回归也是他再次回归也是他
必然的生命轨迹必然的生命轨迹。。

今年今年，，高德荣光荣退休了高德荣光荣退休了，，他和老伴儿彻底把家搬回了他和老伴儿彻底把家搬回了
独龙江乡独龙江乡。。他说自己是他说自己是““三退三不退三退三不退”，“”，“职务退了职务退了，，工作退工作退
了了，，责任也退了责任也退了；；但是但是，，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退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退，，所以义务所以义务
不能退不能退，，目标也不会退目标也不会退。”。”

近年来近年来，，国家和云南省对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国家和云南省对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
力度不断加大力度不断加大。。20102010年初年初，，云南省委云南省委、、省政府做出用省政府做出用33至至55
年时间年时间，，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实施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的决策部独龙族整族帮扶的决策部
署署，，重点推进安居温饱重点推进安居温饱、、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社会事业、、
素质提高素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六大工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六大工程，，累计投入资金超累计投入资金超
过过1313亿元亿元。。

如今的独龙江乡如今的独龙江乡，，平整的柏油路通达各村平整的柏油路通达各村。。高德荣当乡高德荣当乡
长时翻山越岭走完长时翻山越岭走完 66 个行政村需要个行政村需要 6464 天天，，记者却在一天之记者却在一天之
中中，，乘车从最南边的马库村跑到了最北边的迪政当村乘车从最南边的马库村跑到了最北边的迪政当村。。沿途沿途
所见所见，，每栋崭新的安居房上每栋崭新的安居房上，，都有一面五星红旗都有一面五星红旗，，在青山绿在青山绿
水的掩映下水的掩映下，，尤为鲜艳尤为鲜艳。。

高德荣说高德荣说，“，“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的制约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的制约，，独龙族的每独龙族的每
一点发展都来之不易一点发展都来之不易，，得到的每一份帮助都弥足珍贵得到的每一份帮助都弥足珍贵，，没有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独龙族今天的一切共产党就没有独龙族今天的一切，，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共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共
产党的恩情产党的恩情。”。”

““高黎贡山高高黎贡山高，，独龙江水长独龙江水长，，共产党的恩情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来比比山高来比
水长水长。。

丁香花儿开丁香花儿开，，满山牛羊壮满山牛羊壮，，独龙腊卡的日子独龙腊卡的日子，，比蜜甜来比蜜甜来
比花香比花香。。

五彩云儿飘五彩云儿飘，，独龙毯儿艳独龙毯儿艳，，独龙人民心向党独龙人民心向党，，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奔小康奔小康。”。”

围着暖暖的火塘围着暖暖的火塘，，香甜的血藤酒喝起来香甜的血藤酒喝起来，，好听的歌儿唱好听的歌儿唱
起来起来。。一曲一曲《《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涓涓如水涓涓如水，，浸润浸润
心田心田，，巍巍如山巍巍如山，，激荡胸怀激荡胸怀。。词作者高德荣词作者高德荣，，笑意正酣笑意正酣。。

在祖国的滇西北，有一条美丽的东

方大峡谷——怒江大峡谷。蜿蜒曲折的

独龙江公路，如同一条飘逸的缎带，缠绕

在高山峡谷间。

这条路，通向我国人口特少民族独

龙族的唯一聚居地——独龙江乡；这条

路的建成，结束了我国最后一个民族不

通公路的历史。

为了修建这条路，有一个人曾在地

图上描绘了千百遍。他就是云南省怒江

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老县长”、共

产党员高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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