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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电脑、洗衣机⋯⋯这些在城市
里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用电器，34 岁的泽
朗东珠盼望了好多年，如今终于能用上
了。他所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
县丹东乡丹东村，今年 6月底正式通电。

四川甘孜藏区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山
东省，但 70%以上地区一直被无电、缺
电所困扰。自 2012 年起，一场前所未有
的“电力大会战”在甘孜藏区展开，从风
景如画的新都桥到“生命禁区”石渠县，
铁塔银线跨过雪山、草原，实现从电力

“大动脉”到“毛细血管”的全覆盖，为四
川藏区跨越发展翻开新篇章。

“电力天路”架上雪域高原

9 月 28 日，位于甘孜州乡城县境内
的 500千伏乡城变电站扩建工程完工投
运。这不仅标志着“电力天路”工程完成
总进度的 95%，也宣告 2012 年启动的甘
孜藏区电力大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年
内全面投运。

仅仅 4 年前，甘孜州的缺电地区还
在 70%以上。长期以来，18 个县中有 14
个都是孤网运行，调节能力差，用电缺乏
保障。特别是到了冬季河流冰封时，城
镇停电如同家常便饭，乡村用电更成了
奢望。“照明靠油灯，取暖烧牛粪”，是当
时许多农牧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藏区要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用电问
题。“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四川陆续完
成了甘孜州地方电力体制改革，解决了
藏区电网缺乏整体规划、资金投入不足
等问题。2012年 3月 20 日，新都桥—甘
孜—石渠联网工程开工。这条四川藏区
的电力“大动脉”，联通甘孜州北部 8 个
县的电网，为当地全面通电打下基础。

随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还
相继实施了川藏联网工程、“电力天路”
工程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项目，将所有
县域电网接入了四川主网，基本解决无
电人口供电问题。15 万平方公里的雪
域高原上，一个个藏族村落挨个“电亮”，
无电历史彻底终结。

据统计，四大工程总投资超过 300
亿元，建成后甘孜藏区仅 500 千伏变电
站就达 11 座，相当于新建一个省级电
网，实现“一步跨越几十年”。

铁塔银线托起小康梦

在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寒缺
氧环境下大规模、集中实施电力建设，这
样的建设速度和工程的难度，放在世界
电网建设史上也极为罕见。

石渠县是四川海拔最高、最偏远的
县，因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被称为“生
命禁区”：全年有一半的时间刮着八级大

风，最低气温零下 45 摄氏度，空气含氧
量不到成都平原的 50%，且包虫病猖
獗，施工环境之艰苦，史无前例。许多工
人初到石渠，就感到头晕胸闷，睡不着
觉，半年下来瘦了十来斤。

而去年建成的川藏电力联网工程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施工最艰难的输变电工
程，工程线路不仅大量穿越高海拔、低气
温无人区，还面对地质复杂、冻土广布带
来的技术挑战。为了保护高原生态系统
并惠及更多农牧民用电，工程还先后五
次跨越了金沙江。

几年来，数万名电力建设者克服恶劣
的施工条件，啃下了这些“硬骨头”，确保各
项工程如期投运，圆了藏区群众的用电梦。

今年 6 月 30 日，平均海拔约 3500
米的甘孜州白玉县河坡乡生戈村接通大
电网，彻底告别微型水轮机和太阳能电
池板，也告别了落后的生活、生产方式。

“这个冬天不会冷了！晚上可以一
边烤着电炉一边看电视，睡觉可以用电
热毯，还可以用洗衣机，不必再担心冰冷
的水把手冻伤了。”36 岁的村民甘玛亚
它告诉记者，这是他盼望了多少年的事。

为富民兴藏打下基础

在石渠县尼嘎镇“藏迦主题文化酒
店”门口，酒店老板索朗达吉热忱招呼着

过往的“驴友”。自从石渠接入大电网
后，索朗达吉看准发展旅游的潜力，利用
自家闲置的房子开起了酒店，热水、无线
网络、空调、电视、电水壶等设施应有尽
有，2013 年开业以来，酒店年平均接待
游客约 5000人次，年收入约 50万元。

“今年 5 月，我向石渠供电公司递交
了用电增容申请，虽然经营成本翻倍，但
用电更稳定、更可靠，客人更满意。”索朗
达吉希望将自己热爱的文化酒店做成连
锁，像格桑花一样开遍扎溪卡草原。

随着一张现代电网的建成，藏区老
百姓的创业之梦不再束手束脚，藏区社
会经济发展的规划逐步变为现实，特色
农牧业、水电、矿产等依托当地优势资源
的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将为地方创
造客观的经济效益。

“过去我们想引进农业加工企业，但
人家一听没有电就打退堂鼓了。”甘孜县
委书记何康林告诉记者，通电后，今年甘
孜县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超额完成了全年
的招商目标。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四川还将投
入 1200 亿元用于包括藏区在内的贫困
地区的电网规划建设，尽快解决电网薄
弱环节，到 2019 年实现贫困地区农村电
网改造全覆盖，2020 年实现贫困地区供
电服务均等化，为全省近 500 万贫困人
口脱贫奠定用电基础。

(据新华社成都 9月 29日电)

三年攻坚换来高原万家灯火
——四川“电亮”甘孜藏区纪实

新华社记者 杨 迪

新华社南京 9月 29日电 国庆即将
到来之际，中央文明办在江苏盐城举行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隆重发布 9 月“中国好人榜”，109
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爱国？”这是9
月份广大网民朋友的热议话题。本月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共收到
好人好事线索4万多件，网民参与1102
万人次、留言14万余条。一大批为国家

富强、民族兴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付出了深情和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身
边好人，被网民推举出来。北京80后交
警曹毅放弃休息主动加班、倒在岗位
上，将 31 岁年轻生命献给了十里长街；
湖北乡村教师倪秀兰执教贫困山区小学
31年，为山里孩子打开一片晴天；江苏
九旬抗战老兵周仁甫简朴一生、捐资17
万元助学，四方奔走举办近百场爱国主
义讲座；重庆聋人女博士郑璇，放弃高
薪投身特殊教育事业，用爱铺就聋人学

生的光明前程；海军驻湖南某部战士梅
雄高速路上舍身救人，牺牲后捐出器
官，传递人间大爱；甘肃农民梅怀成坚
守信仰、信守承诺，30年守护陕甘边区
革命政府遗址；河南好老板张智博放弃
追债，反帮已去世的欠债人还清贷款、
资助其两个孩子上学；安徽九旬好嫂子
李桂俭56载照顾瘫痪小叔子，唱响感天
撼地“嫂娘颂”⋯⋯身边好人，虽然人
生道路各异、梦想目标不同，但都有一
样的责任担当、一样的真情大义、一样

的家国胸襟，他们平凡善良、执着坚
韧、尽职尽责、无私奉献，是我们共和
国的脊梁。很多网友感慨，“中国好人是
中国精神的体现、中国价值的化身、中
国力量的代表，向上向善、可敬可佩！”
一些网友表示，“学习好人，争做好人，
尽好自己的职责和本分，就是今天爱国
的具体表现。”

在盐城的活动现场，当地的徐兆
学、季一山、奚家凯和盐城农民工救人
团队等道德模范、中国好人代表，与观
众、网民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的朴
实、真诚和无私打动了所有人，很多人
眼含热泪、深受教育。盐城市还把这次
活动作为市委中心组深化“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的特殊课堂，市直各部门、各
区县领导干部和各界群众代表近 1200
人参加活动。

本报北京 9 月 29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民政部、财政
部日前发出通知，10 月 1 日起再次提高伤残军人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

从 10 月 1 日起，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
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城镇

“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
恤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
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 15%，
农村“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 30%；在乡老
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 2400元，
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
120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调整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为每
人每年 60210 元、58310 元、56400 元，分别比 2014 年提高了
7850元、7610元、7360元。

中央文明办发布9月“中国好人榜”

身 边 好 人 唱 响 爱 国 主 义 主 旋 律

伤残军人等人员抚恤标准再次提高

本报北京 9 月 29 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光明日报融媒
体成果发布暨合作签约仪式今天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在会上作了题为《打造一流新
兴媒体 掌握网络时代话语权》的主题发言，从“贯彻落实中
央指示，建设融媒体中心”“以权威内容+分众传播，践行‘三
贴近’”“媒体融合必须形成‘造血能力’”“媒体融合，是中央主
流媒体掌握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必由之路”四个方面，阐述了光
明日报媒体融合发展的举措。

会上，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刘川生和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冯刚开启了光明校园传媒的媒体
屏和手机 APP，光明校园传媒正式上线开播。光明日报社就
光明日报旗下的融媒体创新产品，与中国有线等 14 家合作单
位签署了合作签约。

光 明 日 报 发 布 融 媒 体 发 展 成 果

本报讯 记者杨开新报道：“伟大胜利：致敬父辈的抗战”
座谈会近日在京举行，座谈会由参考消息报社、新华社解放军
分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共同主办，抗战老兵
代表、抗日将帅子女、军事领域研究专家 100多人出席。为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宣传抗战胜利历史及其
意义，体现出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受到读者普遍好评。

与会者一致认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列活动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是
中国第一次真正以战胜国的姿态纪念抗战胜利，第一次真正
让世界正视中国抗战的意义、地位与贡献。

“伟大胜利：致敬父辈的抗战”座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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