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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邓建英 何力杰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半个多世纪坚持
守护雪域边陲的卓嘎一家，感动了中国

玉麦不是麦，是一个乡，中国人口最少的行政乡，全
乡9户31人。人口最少时，只有一家三口，就是卓嘎、央宗
和她们的父亲。

玉麦乡很大，全乡境域面积3644平方公里，超过内
地普通一个县， 是西藏山南市隆子县境域面积最大的
乡。

通往玉麦的路，十分艰辛。
从长沙飞到拉萨后， 开车要走400公里才能到隆子

县。从县城再走197公里崎岖险峻的土路，翻过两座海拔
5000多米的雪山，才到玉麦乡。

1964年至1996年的32年间，桑杰曲巴家是这片土地
上仅有的一户人家。一个爸爸，两个女儿，一栋房子，既
是乡政府，也是他们的家。父亲桑杰曲巴是个老民兵，放
牧守边32年，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卓嘎、央宗姐妹俩在
父亲的带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父
女三人以放牧为生，守护着祖国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父
亲桑杰曲巴常对卓嘎和央宗说：“如果我们走了，这块国
土上就没有人了!”这句话，两个女儿记了一辈子。他们知
道，守护土地，就是守护国家。

如今，玉麦建立起完备的乡级基层组织，驻扎了公安
边防部队，边境平和安宁，已有9户31人。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卓嘎和央宗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信。在信中，姐妹俩汇报了在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扎
根玉麦几十载为国守边的故事，讲述了玉麦乡从当年的

“三人乡”到如今9户31人的喜人变化，表达了同乡亲们
一起继续坚持放牧守边、报答党恩的决心。

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卓嘎和央宗两姐
妹回信，向两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在海拔
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你们父
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精
神令人钦佩。”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你们这些话
说得真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有国才能有家，
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草
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
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收到卓
嘎姐妹的来信，她们的故事让他深受感动。

卓嘎、央宗姐妹俩被评为感动中国2017年度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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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7日讯 （记者 邹靖方）今天，省质监局发
布我省新获批5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包括雪峰山鱼腥
草、会同魔芋、新晃侗藏红米、龙山百合、德山大曲5个产
品。

此次新获批准的5个产品，有4个分布在贫困县市，他们
既是我省地方特色产品的代表，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助
力脱贫攻坚的有效抓手。

产于雪峰山地区的鱼腥草，外观均匀、色泽润白剔透、
口感脆嫩少渣爽口，香味浓郁，被人称为“雪峰山鱼腥草”。目
前在当地形成了10家种植专业合作社、106户种植大户、栽
培面积5000亩的规模，年产地下茎1.5万吨，产值达1.2亿元。

会同魔芋，具有块茎大、葡甘聚糖含量高、收获期早

等优异品质。 目前， 会同县18个乡镇种植魔芋达5万余
亩，年产会同魔芋3.5万吨，并衍生出了“雪魔芋”“魔芋
粉”“魔芋面”等特色产品，年产值达2亿元。

侗族先祖倍加珍藏的红糯稻，因产于新晃而得名，其米
粒细长、色泽红褐、口感香糯、豆香浓郁。目前新晃侗藏红米
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年产500余吨。

龙山百合，在龙山当地已有50年的种植历史。经过长期
选育，粗多糖、百合皂苷等含量优异。目前，龙山百合年均种
植面积8万余亩，产量8万余吨，产值8亿元，惠及全县贫困户
1.2万户、4.5万人。

德山大曲，经上百道工序酿造而成，形成了无色透明、
窖香浓郁、酒体丰满、绵甜爽净、回味幽雅的风格。

湖南日报5月7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省安委办通报
了全省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1至4月全省安全生产
形势平稳，各类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同
比下降49.3%、48.3%，实现良好开局。

据通报，全省纳入统计的13个重点行业（领域）有9个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14个市州有11个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均同比下降或持平，长沙、岳阳、郴州、永州、怀化、
娄底、自治州等7个市州降幅均在50%以上。

良好开局得益于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百日行动”在全省深

入开展，1月20日至4月30日，安监部门在全省所有地区、所有
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特别是煤矿、金属与非
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
金属冶炼、粉尘防爆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集中打
击、整治一批当前表现突出的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累计
检查企业2.46万家，曝光非法违法行为3556处，查实举报的非
法违法行为3936处， 关闭取缔非法违法生产场所（点）4238
家，责令停产整顿3218家，问责领导干部60人，追究刑事责任
1130人。

我省新获批5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我省安全生产实现良好开局
1至4月全省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大幅下降

� � � � “湖南人这种‘吃得苦、霸得蛮’的
精神令我感动”

尽管条件艰苦，但项目部没有一个“逃兵”。大
家都只有一个信念，既然来了，就要不辱使命，把玉
麦建设好。

“五一”假期，工地依然是一片繁忙景象，机器
轰鸣，工人忙碌，与远处的日拉雪山一动一静交相
辉映。

开工以来，建设者们克服各种困难，发扬“建筑
湘军”敢打硬仗的精神，抢节点抓进度。截至目前，
已完成5栋安置房基础开挖、基础垫层浇筑、独立基
础及独立柱基础钢筋制作，乡中心街以东场地平整
完成90%。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为确保玉麦同胞今
年10月前入住新房奠定了坚实基础。

湖南省委、 省政府对玉麦的建设十分关注。日
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对工程建
设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建设者们表示亲切慰问。

“湖南建工集团讲政治、顾大局，尽职尽责、不
折不扣推进玉麦项目建设，真正体现了国企的责任
与担当。”湖南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总领队、山南市
委常委、副市长廖良辉在项目调研时，充分肯定了
工程建设进度及项目员工“从我做起、奉献玉麦”的
精神。

隆子县政协主席索朗巴珠对湖南的建设者更
是赞不绝口，作为玉麦项目指挥长，他几乎每天“蹲
守”在玉麦，与大家一道风里来、雨里去。他说，“在
玉麦施工难度非常大，交通闭塞，气候恶劣，但湖南
建工人与天斗、与地斗，确保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湖南人这种‘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令我感动。”

看到不断变化的玉麦，卓嘎、央宗姐妹俩每天
都是乐呵呵的，美丽的新家就快建成了，她们不时
高兴地唱起藏族歌曲，感谢湖南人民的深情厚意。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介绍，
待到金秋十月，这片土地上的6个广场、8条主干道、
学校以及56套民居全部建成， 除了卓嘎姐妹等9户
31人外，还有47户藏族同胞将搬入新家。项目部还
搭建了蔬菜大棚，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新鲜蔬菜。
届时，一个像格桑花一样美丽的崭新玉麦将呈现在
祖国的西部边陲。

玉麦的发展变化牵动着全国上下的心。
作为对口支援山南市的湖南省更是对玉麦

高度关注。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与西藏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2017年启动了玉麦小康
乡村建设， 并明确由湖南建工集团具体负责该
项目的建设实施，采取工程总承包（EPC）模式，
全面规划、建设玉麦小康乡村。

接到任务后，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叶新平表示，一定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
召，不讲条件、不畏艰难，从人力、物力、资金等方
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按质按量按时间节点完成建
设任务，把玉麦建设得像格桑花一样美丽。

2017年11月， 湖南建工集团副总经理谈毅
带队到玉麦调研踩点，踏勘项目规划细节。

由于条件限制， 玉麦原来都是石头砌成的
房子，不能保温防潮，还常常被雪压塌。为彻底
改善当地藏族同胞的居住条件，根据规划，新建
房屋将全部使用钢筋水泥， 依照藏族建筑风格
新建56套轻钢装配式结构民居， 新建一座中心
公园、6座广场等，配套建设供水、电力、通信、道
路等基础设施和卫生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

2017年12月，玉麦小康乡村建设破土动工，
湖南建工集团派出精干力量组建项目部， 并成
立了联合党支部，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联合党支部还发出倡议，立足
“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尊严”
的大局，弘扬“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湖南建
工精神，优质、快速、安全推进项目建设。

玉麦特殊的气候和地理位置使得项目施
工条件极其艰苦， 特别是这里天气变幻无常，
说变就变。上午还晴空万里，温度10多摄氏度，
但转瞬就可能下雨或下雪，温度降到零摄氏度
以下……这些恶劣环境无不考验着湖南建工人
的智慧和耐力。

项目开工之初，玉麦乡通电通网不久，加上
连续的大雪天气影响，经常与外界失去联系，导
致各项工作开展困难。 因为山路崎岖且积雪不
化，机械、材料进场非常不便，部分机械拖车翻
过第一座雪山后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原路返回。
大型运输车辆无法进山， 只能采用中型货车运
输，为了将材料尽快运输至施工现场，项目部将
9米的钢筋分割成6米、3米，方便货车拖运。项目
部还就地取材， 在项目建设现场建起了砂石厂
和制砖厂。

越是艰难的环境，越是锻炼队伍的时刻。湖南

人“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在雪域高原表现得淋
漓尽致。据项目部经理龙君介绍，140多名建设者，
大多来自湖南，无论下多大的雪，条件有多艰苦，
项目部人员每天早晨7时30分就起床开始工作，克
服高原缺氧、低温雨雪等恶劣气候，不畏艰辛，坚
守岗位，加班加点抢进度抢节点。

项目部生产经理罗立光几乎每天都在盘算
施工进度。 已经57岁的老罗本可以在集团轻松
干到退休，但接到玉麦建设任务时，不顾家人反
对，毅然来到离家4000公里的雪域高原。这位话
语不多的湖南汉子，平时身体一直很好，但在这
里三个月就病了两次。“有次发烧， 体温达41摄
氏度，确实很难受，那时好想家，真想回去算了，
但想到集团领导的重托， 玉麦老乡们住新房的
期盼，咬咬牙还是坚持了下来。”

今年春节后去项目部的路上， 由于雨雪路
滑，在5000多米的雪山顶上，罗立光与几位同事
差一点就翻车“牺牲”了，后来大家是踩着半米
深的积雪走下了雪山。“要说不怕，那是假的，当
时顾不了那么多， 只要能平安回到工地就万幸
了。”这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至今让罗
立光心有余悸。

“苦和累大家都慢慢习惯了， 最怕的是断
网，有时与外界和家人几天无法联系，那种与世
隔绝的感觉最难受 。”
龙君道出了项目部
全体员工的
心声。

高寒缺氧，交通不便，湖南建工人誓把玉麦建设得像格桑花一样美丽

� � � � 4月14日，卓嘎（右）和央宗姐妹高兴地
唱起藏族歌曲。 何力杰 摄

� � � � 4月11日， 湖南建工集团玉麦小康乡村
建设项目现场。 何力杰 摄

� � � �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为给西藏玉麦同胞建新家，140多名湖南建工人在离家4000公里的雪域高原上，克服高
原缺氧、低温雨雪、交通不便的恶劣环境，爬冰卧雪，全力以赴建设玉麦小康乡村。湖南省委、省政府对玉麦的建设
十分关注。日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对工程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建设者们表示亲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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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藏族建筑风格
新建的轻钢装配式结构
民居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