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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龙俊霖）近
日，民建江苏省委联合拉萨市水利
局前往林周县阿朗乡布岗村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向该村困难群众、残疾
家庭以及困难大学生发放了慰问品
和慰问金，并鼓励他们树立战胜困
难、走出困境的决心和勇气。

走访中，民建江苏省委联合拉
萨市水利局一行与群众进行了深入
交谈，在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
况的同时，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精神，解释了各项扶贫政策，并嘱
咐他们一定要支持各级党委、政府
的决策部署，对政策有疑问时，要积
极向相关部门询问，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下，靠自己勤劳双手致富增收。
“非常感谢民建江苏省委和拉萨

市水利局对我的关心，让我感受到了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我不
等、不靠、不要的决心和信心，虽然我
腿部残疾，但可以靠双手做一些简单
的活让日子变得更好。”村民布岗罗
布说。

拉萨市水利局驻布岗村工作队队
长张普杰介绍，民建江苏省委情怀农
村发展，心系农民疾苦，千里迢迢赴
布岗村送关怀，以实际行动解决农
牧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困难和问题，坚定了他们战胜困难的
信心和决心，树立了他们走出困境的
勇气。

民建江苏省委联合拉萨市水利局

赴林周县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拉萨融媒讯（记者旦增拉珍
实习记者拉珍）为做好青少年学生
艾滋病防治工作、心理健康服务和
性健康教育，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学
校防艾宣传教育的载体和手段，9月
15日，城关区“青爱工程”启动暨首
批 23所“青爱小屋”授牌及捐赠仪
式在海萨小学举行。海萨小学100
余名学生及来自城关区 23 所小学
的教师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仪式上，“青爱工程”及城关区
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海萨小学、夺底
小学、北京小学等23所小学首批示
范“青爱小屋”授牌，并捐赠了《青少
年性健康及预防艾滋病教育教案
集》等书籍。同时，“青爱工程”还向
城关区卫健委捐赠了价值 74 万元
的“童宝保”爱心健康包5000套，向
城关区教体局捐赠了价值 242460
元的“支付宝公益·爱的教育校园
行”和8万元的“腾讯公益-贫困生
助学基金”。

仪式上，自治区、拉萨市和城关

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他
们纷纷表示，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工作
是长期的、复杂的基础性工作。作为
这项工作的参与者他们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今后，一定会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的指示精神，把我市青
少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做深、做实、做
扎实。

据了解，截至今年 9月，“青爱工
程”项目已在全国26个省市、区、直辖
市，73个地区的大中小学援建了1100
多所“青爱小屋”。民进中央妇女儿童
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青爱工程办公室
主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理事长张银
俊告诉记者，今后，“青爱工程”非常愿
意把全国各地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和
经验支援给西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
校。“我们希望通过先期的试点，未来
在西藏全面推广‘青爱’教育，使得‘青
爱’教育可以覆盖到初中、高中和大
学，让爱的教育在学校扎根，惠及西藏
地区各族人民。”张银俊说。

城关区首批“青爱小屋”
举 行 授 牌 仪 式

拉萨融媒讯（记者群宗）9月 11
日，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模拟举行实战背景条件下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演练通过医务人员接诊、事件
报告、初步诊断、启动预案、流调采
样、病情研判、病员隔离等环节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处置。根
据预案情景设定为预检分诊处接诊
一名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炎某，男，
33岁，自述 5日前从境外乘飞机入
藏，咳嗽，有少量白色黏痰，偶有低烧
到该院就诊。预检分诊台工作人员
测体温，并详细询问流行病学史，怀
疑该病员为可疑新冠肺炎患者，以此
检验整个处置流程是否规范科学。

此次应急演练旨在提升墨竹工
卡县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和处置能
力，面对突发疫情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同时也检验
了医疗集团内各部门的响应速度和
配合力度，有力提升了医疗集团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今后有
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了宝
贵的实战经验。

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

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拉萨融媒讯（记者旦增拉珍）为
进一步提高城关区妇女健康水平，
以及出生人口素质，准确掌握辖区
妇女“两癌”发病情况，今年7月起，
城关区卫健委对适龄妇女开展免费

“两癌”筛查工作，并通过制定科学
有效的预防干预和治疗措施，做到
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为降低辖
区妇女“两癌”发病率、提高妇女健
康水平、建立健全妇女重大疾病防
控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城关区卫健委自今年7月中旬
开展“两癌”筛查工作至今，已完成
宫颈癌筛查人数5590例，乳腺癌筛
查人数 5850 例，其中，宫颈癌初筛
阳性（HPV）583 例、宫颈液基细胞
检测（TCT）阳性13人，乳腺癌初筛
阳性 9例。目前，已完成今年适龄
妇女“两癌”筛查任务的80﹪左右。

此外，城关区卫健委指定专人
将检查结果反馈至受检对象，并建
立可疑患者登记，通过电话咨询、上

门服务等方式做好跟踪复查工作，
确保辖区内适龄妇女都能享受到

“宫颈癌、乳腺癌”筛查这一民生
工程。

据了解，由于各级各部门积极
利用健康知识讲堂、健康讲座、义
诊、电子屏、海报、横幅、健康教育手
册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妇女
群众的健康意识得到明显提高。下
一步，城关区疾控中心将会进一步
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质量管理，加强

监管力度，确保“两癌”筛查项目长久
发挥效益、持久惠及人民。

据了解，凡是城关区的户籍居民、
居住 6个月以上的常住居民（包括农
牧民、城镇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职
工）都可以享受免费筛查服务，后续
治疗费用也可以根据当地报销政策
得到医保报销。因此，记者呼吁，广
大妇女为了自身健康要积极主动前
往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卫生院
接受筛查。

城 关 区 有 序 推 进“ 两 癌 ”筛 查 工 作

彩渠塘村是当雄县羊八井镇最
年轻的村落，有着丰富的地热资
源，彩渠塘村也因此成为精准扶贫
风湿患者集中搬迁安置点。“彩渠
塘”藏语意为“盐碱地”，2017 年以
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这
个曾经寸草不生的地方，被打造成
为全区唯一一个家家户户带温泉
泡澡间的搬迁点，三年实现了治病
脱贫双丰收。

疾病是贫困人口脱贫最大的
“拦路虎”。为了让患有高原风湿
病的群众得到有效医治，西藏自治
区于 2017 年实施羊八井精准扶贫
风湿患者集中搬迁安置项目。同
年，来自那曲、阿里、昌都的 150 户
625人陆续入住，其中患有风湿性、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有204人。2018
年 5月，自治区卫健委牵头组织西
藏自治区藏医院，在彩渠塘村挂牌
成立彩渠塘高海拔风湿病康复研
究基地，对患者开展系统性治疗，
并启动一系列科研工作。

“德吉，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
啊？”“手、脚还有点疼，尤其是晚上
疼痛严重一些。”“上次的药吃了
吗？”“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药
……”在彩渠塘高海拔风湿病康复
研究基地，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医师
次旦详细询问前来复诊的高原风
湿病患者德吉的身体情况。

41 岁的德吉是那曲市尼玛县
卓瓦乡人，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让
德吉患上了风湿病，双手、双脚严
重变形，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加
上她丈夫也患有风湿病，一家人无
法务工，生活贫困。搬迁到彩渠塘
村后，经过全民体检以及风湿病、
结核病再筛查等检查后，医生为德
吉等 390 多名患者建立了健康档
案，并进行了患者分类健康教育、
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
行跟踪随访管理。“彩渠塘高海拔
风湿病康复研究基地每年有150万
元的经费，所以患者藏药浴、口服
药物、针灸治疗，以及体检、筛查、
复查都是免费进行的。”次旦说。

藏药浴、藏医特色棍疗法等有
针对性的治疗，对患者缓解疼痛、
改善睡眠、活血化瘀功效显著。由
于彩渠塘村家家户户都修建了温
泉池，接通了温泉，患者还可以直
接在家泡温泉。如今，德吉病情减
轻不少，日常生活基本能自理。德
吉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以前在
那曲时是贫困户，2017年搬到当雄
县羊八井镇彩渠塘村后，在政府的
关怀和医生的治疗下，不仅病情好
转，孩子也有机会去打工，生活变
得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靠自己的
双手增收致富。”

羊八井地热资源丰富，从地下
深处涌出的汩汩温泉水不仅成了
村民的治病“泉”，更成了大家的致
富“泉”。2018 年，总投资 5.5 亿元
的羊八井地热温泉二期项目——蓝
色天国羊八井地热旅游区项目建
成落地，占地 600 亩的温泉度假区

是集温泉康养、温泉冲浪、住宿、美
食、文化、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
旅游休闲度假胜地。2019 年试营
业期间，共接待游客 12万余人，为
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180 余个，
其中吸纳彩渠塘村群众就业 50 多
人，包括保安、保洁、服务员等多个
就业岗位；每年还为彩渠塘村分红
200 万元，其中 60%直接用于群众
分红，2019年户均分红达8000元。

当雄县彩渠塘村群众扎西顿珠
在蓝色天国羊八井地热旅游区当
保安，他告诉记者：“以前家庭条件
差，也找不到工作。搬迁到这里以
后，不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每个
月还能拿到3700元的工资，我们一
家别提有多高兴了。”

为了让搬迁群众致富门路更宽
广，实现就近发展。2018 年 5 月，
彩渠塘村实施了绵羊短期育肥项
目，逐步引导群众转变思想、勤劳
致富。该项目包含 16 个羊圈以及
综合楼、青储窖、干草棚等附属设
施，购买绵羊 2250 只。截至目前，
出栏绵羊1600余只，收入120余万
元，不仅吸纳了 17 名搬迁群众就
业，去年底还为群众户均分红3700
元。此外，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收
入，在当雄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彩渠塘村还与北京服装学院
对接成立了彩渠卓姆手工艺编织
合作社、注册“牧厂”品牌 logo，挖
掘本村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制作技
艺，制作销售特色产品，借助当雄
县的旅游发展优势向市民游客展
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和搬迁群众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我来自那

曲，那里条件很艰苦，搬到了彩渠塘
村以后，我在牧场学习羊毛编织技
术，工作地方离家近，方便照顾三个
孩子，现在生活很幸福。”当雄县彩渠
塘村群众达拉一边清洗羊毛一边告
诉记者。

截至目前，彩渠塘村利用辖区资
源，积极为群众提供了装载工、保安、
服务员、厨师等 140 个就业岗位；彩
渠塘村业余演出队、彩渠塘社区超
市、彩渠塘村糕点房及压面房等产
业项目已走上正轨，并计划扩大规
模；教育引导群众通过劳动致富，自
主创业 15 家商店、6 家茶馆、4 家台
球室。

据了解，彩渠塘村精准扶贫风湿
患者集中搬迁群众以往大多数在高
寒地区随牧而居，搬进彩渠塘村后，
不仅“衣食住行医”有了保障，还实现
了就近就便务工，增加了收入。有病
能治、住得宽敞、收入有保障，彩渠塘
村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当雄
县羊八井镇彩渠塘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德吉白珍介绍，目前，彩渠塘村272
个劳动力已经稳定就业的人数达到
152 个，接下来会进一步提升搬迁群
众的就业技能和生产生活条件，实现
稳就业、促增收的目标。

易地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
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
根本途径，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途径。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
彩渠塘村将依靠羊八井丰富的地热
和旅游资源，着力打造“文化多元体
民俗村”，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用智
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编织出更加
幸福的生活。

当雄县羊八井镇彩渠塘村：

荒滩小村大变迁 治病脱贫展新颜
拉萨融媒记者 杨 璐

图为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拉萨融媒通讯员 洛 克摄

近期贡嘎机场人流量明显增多，对此，空港新区公安
分局民（辅）警始终把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作为重要任
务，牢固树立“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疫情防控意识，严
格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要求，抓紧抓实抓细组
织领导、自身防控、来拉人员服务管理等具体防控措施，
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
道，切实把好把牢航空口岸“第一道防线”。

为避免旅客在机场内部拥堵、滞留，保证旅客及时放
行，空港新区公安分局机场到达口检查站民警在出站口
处设置了“西藏健康码”二维码，当旅客到达时，民警会
再次进行信息核实，减少了遗漏和缺项，也确保了旅客
和执勤民警的安全。目前，随着进藏人员的增多，机场
也增加了警力，主要是开展测温、检查身份证、西藏健康
码复核等防疫常态化工作，民警们在为民服务、践行宗
旨的同时，绷紧疫情输入这根“弦”，始终不敢有丝毫放
松。游客刘佳告诉记者：“下飞机以后，民警们开展的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都非常细致，让我感觉到来这里旅游很
放心，工作人员非常辛苦，感谢他们。”

“作为一名基层普通民警，我一直在机场到达口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我感觉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随着疫情防
控工作进入常态化模式，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不负重
托，践行疫情不退、警察不退，贡献公安力量，发挥前端
堡垒作用。”空港新区公安分局机场到达口检查站防疫第
一小组队员胡详立说。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该小组
积极参与机场疫情防控工作，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
上，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大家按照“前移关口、提前介
入、分类引导、精准施策、动态调整、贴心服务”的具体工
作措施，全力以赴，全时坚守，全力扎紧疫情防控的“空中
篱笆”。

空港新区公安分局严格落实“面上放开、点上精准”
的工作策略，对症施策，提高防控工作的针对性、优先
性，检查、疏导、转运不分昼夜，并不断根据疫情防控形
势，及时准确调整工作模式，确保进藏人员的健康安全，
切实筑牢疫情防控一线“桥头堡”。

据介绍，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空港新区公安分
局共检查进港航班10700余架次，疏导分流进藏旅客120
万余人次，二次分流共转移10万余人次，帮群众录入西藏
健康码25万余人次，先后投入一线疫情防控人员159人。
下一步，空港新区公安分局将严格按照区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工作要求，积极配合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做好防控服务
工作，切实把好把牢航空口岸“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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