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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 座 遗 址 里 的 红 色 记 忆
本报记者 张宇 李有军 米玛 晓勇

在先遣分队向前挺进的时候，从新疆、青海等

地逃窜到阿里地区的乌斯满土匪武装，在匪首哈力

伯克带领下，对藏民烧杀抢掠，给广大牧民带来了

极大灾难。

贺景富继续讲：“匪徒一面逃跑，一面抵抗，我

们缴获牛羊上万只……战果上报后，得到军区表

扬，并指示我们要把土匪抢劫来的牛羊还给群众。

从此，草原上传开了‘毛主席派来了菩萨兵，打败了

土匪，天下无敌，菩萨兵是我们的大救星’等佳话，

他们联名写信给西藏地方政府，赞扬我军在高原上

积德行善的实情。”

——摘自《进藏英雄先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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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阿里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张宇 摄

从革吉县城向西出发，行驶约 3 公里，一座临崖而

建、由土墙围成的长方形院墙式建筑闯入眼帘，这就是

阿里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下简称“直属

库”）。

直属库门前，铁栅门顶端，一枚凸起的红五星端立

正中；左右两侧白色外墙上，分别用藏汉两种文体写着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直属库内，“深挖洞、

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也格外抢眼……

看着这并不起眼的院落，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革

吉县会在这偏僻之地建造一座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因为，这里是革吉县建县的开端。

1960 年 8 月，革吉县政府成立。当地群众都知道，

革吉县政府是在那片草滩上的三顶帐篷里诞生的。在

革吉县成立的最初两年里，县政府班子成员都是在帐篷

里办公、接待群众、处理全县大小事务。在直属库一处

院墙边上，就搭建有三顶帐篷，真实还原了 70 年前县政

府简陋不堪的办公环境。

那么，“直属库”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1964 年，根据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

人民”的指示，革吉县政府对今直属库 10 处自然洞窟进

行改造，建造了阿里地区最大的武器、弹药、粮食、银元

储备重地，还修建了一定规模的招待所、驻营地和会议

室，使直属库成为阿里地区重要的会议中心。

这里的直属库，主要是指三大仓库：粮食库、弹药库

和银洋库。基地讲解员久美老人告诉我们，由于当时刚

刚建县，备战备荒依然是新生政权工作的重中之重，而

粮食、弹药和银元这些重要战备物资就必须集中存放、

统一管理。

几十年过去了，直属库早已完成它的使命，退出历

史舞台。为了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从

2017 年开始，革吉县秉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则，

整合资金 690 万元，在直属库原址打造红色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经过两年的营建，2019 年 12 月 21 日，直属库正式开

馆。这座占地面积 16000 多平方米的革命遗址，主要由

交通工具展示厅、“岁月情怀”雕塑群、礼堂、缝纫室、医

务室和银洋室以及几个洞窟遗址组成。其中，坐落在广

场中央的“岁月情怀”雕塑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久

美老人那里，我们得知，这座通体鎏金的人物群雕，都是

为革吉县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站在队伍最

前面的，是阿里骑兵支队支队长贺景富；贺景富两侧，是

牺牲于上世纪 70 年代剿匪战斗中的革吉干部拉拉和赵

留柱；还有曾经带着牛羊、盐巴为进藏先遣连部队当过

向导的爱国统战人士群增等……

剿匪英雄贺景富原是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

一营营长。1951 年夏，一股叛匪流窜到阿里地区，烧

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独立骑兵师从二团挑选精

锐官兵组成一支 120 人的加强连，作为先遣连后续进

藏部队，这支连队由贺景富率领。在短短两个多月时

间内，贺景富率领连队在改则、革吉、日土一路追歼残

匪，缴获牛羊无数，分发给当地穷苦百姓，赢得广大群

众的拥护。

直属库有一间礼堂，是当年召开会议、文艺演出、播

放电影的场所。如今，按照原貌兴建的礼堂主要充当了

展厅，展览分为“黑暗的旧西藏”“先遣连进藏”“艰苦奋

斗、建设家园”“亲切关怀、革吉振兴”四个板块。

关于先遣连在革吉的情况、协助解放军剿匪的当地

干部群众、参与革吉民主改革和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件件

实物、一张张图片，把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段艰苦奋斗的

岁月。

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每一份文献，久美老人都

能讲出一串故事来。而这位自称“世上最不起眼的人”，

其实也有他自己的红色故事。

据久美老人回忆，1959 年，年仅 10 岁的久美在逃

难中遇到一支进藏部队。解放军送来衣服、干粮，还教

他识文断字，让年幼的他深切感受到“菩萨兵”的“菩萨

心肠”。

民主改革后，久美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先后做过社

会主义教育宣讲员、县中学生活老师；回到乡里后，他还

当过乡村医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久美光荣入党，

在放牧之余，还致力于搜集和保存红色文物。2017 年

初，听说革吉县要修复直属库，年近七旬的久美，在直属

库当起了建筑工人，并捐献了珍藏的十几件文物，根据

久美老人介绍，直属库各展厅里的 1053 份老物件，都是

群众捐献的。

后来，直属库招募讲解员，久美又毛遂自荐。作为

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久美老人身兼三职：讲解员、管理

员和环保员。每天一大清早，久美就早早起床，身穿制

服，脖子上挂着一个扩音器，静候参观者的到来。

直属库没有宿舍，久美便在院内搭了一个帐篷，一

住就是两年多。工作辛苦，老人却乐此不彼，他说：“当

年毛主席派解放军救了我，我在这里宣讲革命历史，就

是回报党！”

本报厦门 9月 14日电（记者 姚

闻）9 月 8 日至 11 日，第二十一届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自治区人民政

府副主席王勇率领西藏代表团，以

“政府团+明星市+企业团”方式组团

参加。

王 勇 出 席 了 投 洽 会 开 幕 式 暨

2021 国际投资论坛、全国外资工作

座谈会等活动，巡视了西藏展区和

昌都展区，赴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厦门片区调研。代表团强

调，要借助投洽会平台，创新宣传推

介方式，展示西藏特色产业、产品，

宣传推介我区投资营商环境，充分

发挥区位、平台、政策、资源等方面

优势，促进投资交流合作。

投洽会期间，西藏集中展示了

区内 50 多家“名、优、特、新”精品企

业的 200 余种产品，涵盖青稞系列产

品、牦牛肉、虫草、高原蜂蜜、民族手

工艺品、藏茶、藏香等。

本报拉萨 9月 14日讯（记者 王

菲）近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

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报告视频会在拉

萨召开。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海

洲出席并作“铭记领袖万般恩 书写

高原一片红”的主题宣讲报告。

汪海洲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西藏视察，特意祝贺西藏和平解

放 70 周年，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站

上新起点，将西藏在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提升到新高度，

赋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新内涵，

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大的新动力。

汪海洲强调，要深入领会、准确

把握总书记视察西藏的重大意义，深

入领会、深情感悟总书记视察西藏的

深远影响，深入领会、全面贯彻总书

记视察西藏的新部署新要求，大力宣

传好、阐释好、解读好总书记视察西

藏重要讲话精神及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切

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殷切期望转

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工

作动力，把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

怀送到每一名干部群众的心坎里，让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雪

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

宣讲报告会在拉萨召开
汪海洲出席并作主题宣讲

自治区组团参加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王勇率队

本报西安 9月 14 日电（记者 王莉

潘多）按照全运会组委会安排部署和防

疫要求，14 日下午，西藏体育代表团部

分成员抵达陕西咸阳机场，其中包括参

赛运动员、“双先”代表、媒体团队等。

在全运会媒体村入口，代表团成员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亮“全运码”、

测温、物品安检和信息核对，领取相关采

访证件，顺利入住全运村。

作为第十四届全运会的重要配套设

施，全运村由运动员村、媒体记者村和技

术官员村构成，预计将为 13000 余名运

动员、媒体记者和技术官员提供住宿、餐

饮、医疗、交通等全天候、全方位服务。

图为我区攀岩队运动员在全运会运

动员村合影。 本报记者 潘多 王莉 摄

本报拉萨 9月 14日讯（记者 赵

文慧）14 日上午，全区第二批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政法英模事迹报告会在

拉萨召开。

中央第十四督导组副组长孙瑞

标出席，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

文浩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张洪

波、索达出席。中央第十四督导组

和最高检第七轮巡视第三巡视组全

体成员及全区教育整顿相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政法英模事迹报告团成

员用真挚的感情、朴实的语言，讲述

了自己或战友以及所在团队的先进

事迹，诠释了西藏政法干警的忠诚

与担当，为全区广大政法干警树立

了标杆榜样。

何文浩代表自治区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领导小组和区党委政法委，

向报告团成员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

心的感谢，对他们的英模事迹表示

充分肯定。同时希望政法战线的先

进个人、先进集体珍惜荣誉，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何文浩强调，弘扬英模精神是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四项任务”之一。要

汲取榜样力量，善于向身边榜样学习，

努力锻造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

放心的高原政法铁军；要大力宣传英

模，迅速掀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

超先进的热潮；要努力把学习英模精

神的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整顿的有效

抓手，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实践，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会前，何文浩亲切会见慰问英

模事迹报告团成员，自治区领导张

洪波、索达参加会见。

何文浩在全区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政法英模事迹报告会上强调

弘扬英模精神汲取榜样力量 奋力谱写

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孙瑞标张洪波索达出席

本报拉萨 9月 14日讯（记者 李

梅英）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姜杰主持召开政府专题会，研

究做好我区 13件民生实事中“扎实做

好城市绿地公园、公共体育设施和符

合开放条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场地

设施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有关

事宜，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

姜杰指出，做好城市绿地公园

及有关体育场地向社会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工作，是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和“三更”专题教育深入开

展的具体举措，是我区开展 13 项“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生动实践。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城市绿地公园

应开尽开，合理有序开放符合条件

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体育场地

设施，最大限度实现公共设施资源

充分利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姜杰强调，民生无小事。教育

部门要坚持安全为重、教育优先，立

足风险隐患防治，分级指导、分类施

策，制定完善预约制等办法，积极稳

妥地推进体育场地开放这项民心工

程。住建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做

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合理布局各

类公园，继续推动城市绿地公园建

设和开放工作；各级政府要落实属

地责任，进一步明确职责，创新利用

方式，合理保障经费，切实抓好免费

开放公园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有

人管、有人抓；要鼓励机关、企事业

单 位 带 头 向 社 会 开 放 文 化 体 育 设

施，切实维护好市民“绿色福利”、增

强群众健身便利条件。

姜杰在政府专题会上强调

坚决将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

西藏体育代表团

部分成员抵陕

“之前为了避开办税高峰期，我还总

结了一套时间表，定了很多闹钟来提醒

自己，现在有了税务部门推出的办税信

息‘天路’，我这办税错峰时间表和那些

闹钟，再也用不上了。”

“办税从‘往返跑’到‘超短跑’，从

‘跑马路’到‘走网路’，这些改变都得益

于税务部门在这几年间不断完善办税信

息化建设下的信息‘天路’，为税务工作

者点赞。”

……

我区广大纳税人点赞税务信息化建

设。不仅如此，“西藏升级电子税务，提

升办税质效”这一典型经验更是入选国

务院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办公室的案例

交流。

近年来，我区税务系统积极探索信息

管税新办法，有效运用互联网技术、云计

算和大数据，加强金税三期系统运维能

力，实现基础平台、应用软件、业务标准等

方面的集成统一，切实改变雪域高原上的

办税缴费模式，我区税务信息化建设日趋

完善，税务数据实现“旧路”换“新路”。

自 2018 年 10 月我区电子税务局税

务信息“天路”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共实

名注册纳税人 8.29 万户，单位纳税人注

册率达 96.02%，累计系统访客 544.64 万

户 次 ，线 上 办 理 各 类 业 务 1390.15 万 余

笔，申报税款达 550.97 亿元，占同期申报

税款的 90.70%。

随着税务信息化建设的日趋完善，

为了更好地满足我区纳税人的办税需

求，西藏税务部门主动拓展 24 小时自助

办税服务厅功能，使得 24 小时自助办税

服务终端成为集发票领用、发票代开等

一体的智能终端；利用税务机器人——

税小爱为纳税人提供咨询、导税、宣传等

服务，助推办税信息化、智慧化；积极应

用“数字证书”“电子签章”等信息技术，

实现文书电子送达等，切实为“十四五”

税收工作良好开局下好“先手棋”。

从最后通公路的墨脱商户到处于珠

峰脚下的合作社，再到有“生命禁区”之

称的双湖县城里的小店，一条条税务信

息“天路”为纳税人和税务干部之间架起

了一座座“连心桥”。

“税务信息‘天路’在雪域高原架起

的桥梁，为西藏在推进网络信息技术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实实在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区经信厅信息化推进处处

长旺堆说。

让 纳 税 人 从“ 跑 马 路 ”到“ 走 网 路 ”
——西藏税务信息化建设提升办税质效
本报记者 李梅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