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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广安市纪委监委通报13起党员和
公职人员酒驾醉驾违纪违法典型案件，4名党员因醉
驾被开除党籍。

喝了3两酒被判刑又罚款
“周伟当天喝了3两酒。”当天一起在广安市顾县

场镇一家饭馆吃午饭的朋友回忆，“我们还劝他，这
属于酒驾，还是莫开车。”

2016年12月26日，喝完酒的岳池县长田乡烂
堰村原党支部书记周伟并未听朋友劝阻，酒后驾驶
面包车返回3公里外的长田乡。

“平时我白酒能喝半斤，今天又没有超量，加上
路线很熟，也不远，觉得没啥。”抱着侥幸心理的周伟
在行驶到长田乡烂堰村交通检查站附近时，与一辆
同向行驶的摩托车追尾。

经鉴定，周伟血样中乙醇含量为 146.59mg/
100ml。

2018年1月25日，岳池县法院以周伟犯危险驾
驶罪，判处其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2018年3月，周伟被岳池县纪委开除党
籍。

酒后骑摩托 3人受到处理
被开除党籍的4人中，除了周伟是醉酒驾驶面

包车，其余3人均为酒后驾驶摩托车。
“2017年6月18日晚，岳池县花板乡梓桐庙村

党员唐良广饮酒后驾驶三轮摩托车，行至普安镇黄
泥墙村路段，与一辆摩托车相撞。”岳池县纪委监委
工作人员证实，唐良广当时血样中的乙醇含量为
200.76mg/100ml。记者从广安市纪委监委获悉，
2017年9月13日，岳池县法院以唐良广犯危险驾驶
罪，判其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罚款2000元。
2018年2月，唐良广被岳池县纪委开除党籍。

“被同时通报的武胜县龙女镇沙河村党员罗应
生、邻水县观音桥镇白羊寺村文书林厚军情况类似，
均为酒后骑摩托车发生车祸。”广安市纪委监委工作
人员介绍，罗应生被判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罚
款3000元；林厚军刑期相同，罚款2000元。“2017年
10月，罗应生被武胜县龙女镇党委开除党籍；2017
年4月，林厚军被邻水县纪委开除党籍。”

记者了解到，林厚军被开除党籍后，已不能在村
里任职，目前已离开广安赴深圳务工。

交警查酒驾抄告纪委监委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章第三十

三条规定，党员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
（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通报的4起案例均由公安交警部门移送至纪
检监察机关。”广安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2017年4月，广安市反腐败协调小组出台文件，
对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通
报、移送进行了明确规定。“有效整合了纪检监察、审
判、检察、公安机关以及行政执法部门的力量。”

“在广安，交警查酒驾、醉驾核查人员信息时，都
会询问是否为党员、是否是国家公职人员。”该负责
人进一步解释，除此以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在办理
行政执法案件中，也会对违法行为人的政治面貌、工
作单位及职务等身份信息进行采集。“对属于中共党
员或国家工作人员的，会将其情况书面移送纪检监
察组织。”

据了解，2017年以来，该市公安交警部门已向
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涉及党员和公职人员的酒驾醉驾
线索73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牛建平

数次遭遇狼群
周旋劫匪脸上留下伤疤

每天新闻联播后播出的天气预报，其美多吉
必定准时收看。“我就看降雨或者降雪图有没有覆
盖到邮路上，一旦知道有恶劣的天气，那我前一天
就睡不太好。”而事实上，人烟稀少的川藏线上，邮
运员不仅要面对高寒、灾害性天气等危险，还要做
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其美多吉在驾驶途中曾多次遭遇狼群。有一
次，有8匹狼在邮车周围来回走动，可是在深山长
大的他并不惧怕。“我知道狼群只要不饿是不会攻
击邮车的。”

真正让他受伤是残忍的同类，在他的右脸上，
有一条约2寸的伤疤。2012年的一天，其美多吉途
经318国道雅安市天全县境内。行至一个陡坡，他
将车速减慢。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群手持砍
刀、铁棒、电警棍的人。“大件不离人，小件不离身”
是对机要邮件管理的特别规定，其美多吉拦在了邮
车前，歹徒抡起凶器刺向他的头部、手臂、后背、脸
上。他倒在了血泊中，光刀口就有17处，经过三天
三夜的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由于大腿受伤无法
站立，其美多吉甚至坐了3个多月的轮椅。

春节也曾孤独难忍
送高考通知书是最幸福时刻

虽然如今快递发展迅速，但是在山高路远的德
格县，大部分时间其美多吉的邮车便是这里的乡亲
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而每年送高考通知书的时
候，按照他的话说，是最幸福也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其美多吉记得，每年到送高考通知书的时候，
德格县的乡亲们都会从家里跑到邮车的分拣点。

一看到绿色的邮车停靠，便会一起围过来。这时
候，看着乡亲和孩子们脸上期盼的目光，其美多吉
就会感觉这不仅是一份工作，“这真的就是在做善
事，也是我做这份工作最幸福的时候。”

其美多吉最怕冬天，路旁的饭馆、商店陆续锁
上了大门，在外奔波的人都回家了，他却要孤单地
行驶在这条路上。“特别是临近春节，别人在家团
圆，只有我们开着邮车，离家越来越远。其实，我
们心里也盼着团圆啊，但我们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邮车必须得走。”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藏族同胞
热衷网购，其美多吉及其组员的任务更重了，常常
放弃休息时间。“曾经有朋友劝我不要开邮车了，
但是我这个人有点轴，当初坐上邮车驾驶室的时
候，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说到这里，其
美多吉眼神坚定，似乎在回忆刚握上邮车方向盘
的那段时光。

29年未出一起事故
过往司机都服气这位“老大哥”

川藏线甘孜段经常遭遇暴风雪和泥石流，塌
方滑坡也是常事，很多路段只能单边放行，通常是
邮车打头阵。邮车过了，其他客车、社会车辆才敢
小心翼翼地通行。

29年中，其美多吉从没有出过一起事故。这不
光源于他胆大心细的性格，还有高超的技术。谈起
雪路驾驶的经验，他侃侃而谈。“很多司机看见雪路
就慌了，不光开得慢还喜欢踩刹车，这就容易让车
辆失去控制。”看见牛羊在马路一旁，按喇叭也是有
技巧的。他说，不要在快接近牛羊时按喇叭，容易
对牛羊产生惊吓。“提前50米按喇叭，如果牛羊没有
动静就直接开过去，不用再按喇叭了。”

而经常跑德格县的司机，大多也认识这位热
情的“老大哥”。其美多吉的老站长生龙降措说过
一句话：“别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帮，不要把邮路
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多年来，其美多吉一直记着
这句话，他随身携带的氧气瓶、红景天等物品，在
危难关头挽救过上百人的生命。在其他司机遇雪
行车困难时，其美多吉也帮忙上防滑链，帮这些司
机开过危险路段。甚至在司机发生擦挂引起纠纷
时，其美多吉也会出面调解，大家也都对他的处理
意见很服气。

2017年9月26日雀儿山隧道通车，其美多吉
驾驶着邮车，作为社会运输车辆头车驶进。曾经
两个小时的危险山路如今只需十分钟，“英雄信
使”们的故事成为雪线邮路上珍贵的记忆。

陈文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尚智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供图

夏季事故高发期
省安监局支招
减少安全事故

夏季伊始，气温逐渐升高，雷雨
增多，用电频繁。本期安全警示栏
目，四川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
局）提醒您，夏季是事故高发期，在
夏季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应注意以
下几项重点事项：

夏季天气高温高湿，在户外作
业或高温作业岗位的员工容易发
生中暑事故。要求野外作业或封
闭通风状况较差的作业点应控制
连续作业时间。为职工及时供应
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食堂定期
提供凉茶。

为了保护特种作业人员在施工
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作业人员必须
穿戴个人防护用品，佩戴好安全帽，
高空作业时系好安全带。这些东西
一般都是比较厚实的，天气炎热穿
上这些东西会让人觉得更热，于是
一些工人在工作过程中放弃了穿
戴。一旦危险来临连最基本的防护
都没有了，使得原本伤害不大的事
故变得比较严重。

检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与状
况，严格控制明火作业，严禁私拉
乱。

夏季雷电雨天气增多，在施工
升降机、塔吊等高大施工机械以及
高压线、变压器周边作业时遇雷电
天气应尽量避开到安全位置，在户
外接打手机也要注意防雷。

总之，要坚决执行“预防为主，
安全第一”的方针，做好安全预防措
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危险事故的发
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
秦岭 罗田怡

173万元总奖金
两岸寻找“孝亲”歌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
“第二届旺旺孝亲奖”词曲创作征集
比赛在线报名活动即日起在两岸同
步开展，旨在鼓励大家以活泼、创意
方式表达孝意，推动“让孝顺成为一
种习惯”的理念，增加亲子沟通，提
高正能量。据了解，此次比赛总奖
金高达17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800
万新台币）。活动截止日期为2018
年8月31日，颁奖典礼将于10月在
上海举办。获奖作品将以专辑形式
进行出版。

该活动由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
司、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主办，协办方
涵盖华西都市报、香港文汇报、澳门
日报等40余家海峡两岸暨香港、澳
门地区主流媒体。

大赛评审团将按照公正公开的
评审原则，进行初审、复审、决审，依
评分高低决定入围作品。如作品未
达获奖标准，经评审团会议决议得
以从缺。

据了解，首届旺旺孝亲奖由
金曲歌王萧敬腾担任亲善大使，
海内外华人热烈响应。第二届孝
亲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除征集
作品外，还将举办“全民传唱”“群
星齐唱”“现代24孝故事甄选”等
系列活动。

更多相关活动信息，可以浏览
“旺旺孝亲奖”活动官网。“旺旺孝亲
奖 ”活 动 官 网 ：http://www.
loveparents.org

其美多吉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邮政分
公司长途邮运驾驶员、驾押组组长。29年来，他在川藏
邮路甘孜—德格路段上顽强坚守，克服极端恶劣环境
和自然灾害，圆满完成每一次邮运任务；他面对歹徒威
胁，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邮件安全。2018年，其美多吉
获得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其美多吉

人物名片

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
方，银色的神鹰来到了古
老村庄。”在川藏线康定

至德格这条险路上，来往的司机
经常可以听到一个雄厚的嗓音唱
着这首《向往神鹰》，唱歌的人是
邮车驾驶员其美多吉。他脚下的
这条邮路平均海拔超过 3500
米，被称为雪线邮路，途中的雀儿
山更是被称为“雄鹰都飞不过去
的山”。可其美多吉却已在这雪
线邮路上来回翻越了29年，被乡
亲们称为“雪山上的雄鹰”。

在这29年里，他遭遇过狼群
环绕，曾被歹徒围攻，但也有给乡
亲们送高考通知书的温馨时刻。
“我觉得这时候开邮车对我来说
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在做善
事。”

2018年，其美多吉获得了四
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交警查酒驾 抄告纪委监委

广安4名党员醉驾被开除党籍

成都“东进”
首个棚改项目
资金落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
赵雅儒）今年，成都开启“全面落实
年”活动，全力推进成都市重点项目
加快实施。5月3日，记者从成都市
房管局获悉，简阳华西社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已完成贷款资金评审工
作，项目资金正式落地。这不仅是
成都“东进”首个落地棚改项目，也
是项目资金到位最快的棚户区改造
项目。

简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华西社区项目占地面积约577
亩，计划分三期实施改造。其中，一
期占地157亩，涉及改造户数799
户，改造面积7.18万平方米，改造
总投资 8.10 亿元，资金已落实到
位；二期、三期占地约420亩，主要
涉及简三路以南沿线区域，当前正
开展摸底调查等基础工作。

华西社区地块处于机场、高铁
新城和简阳老城区交通门户位置，
是高铁新城“一心、两轴、四组团”中
的“商务商业综合服务轴”。作为成
都“东进”战略的前沿阵地，高铁新
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6.52平方公
里，可容纳7万人。“拆除后，华西社
区地块将规划改造成一个囊括高档
社区、医院、学校等在内的邻里单
元。”

据悉，“简阳市2018-2021棚
户区改造计划”项目共15个，涉及
改造户数 11750 户，改造面积约
135万平方米，改造总投资约210
亿元。除华西社区外，白塔片区棚
户区、龙王沟片区棚户区以及城北
片区（二期）棚户区三个改造项目也
将逐步落地。

曾被狼群环绕，曾被歹徒围攻，他仍然难舍这份热爱

雪路邮差最幸福时刻：
投递高考通知书

6000多次往返邮路
驾驶里程可绕赤道35圈

在四川省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表彰大会结束后，其美多吉
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的采访。1米85的个头，古铜色的
皮肤和络腮胡，其美多吉看上去便
是一个爽朗的康巴汉子。他用富
有磁性的声音讲述起自己与邮车
的故事。

其美多吉出生在甘孜州德格
县龚垭乡。小时候，他就喜欢上了
整洁的邮车，梦想着以后能够驾驶
车辆为乡亲带来包裹和信件。

18岁那年，他花1元钱买了一
本《汽车修理与构造》，开始学习修
车，后来还学会了开车。1989年
10月，德格县邮电局买了第一辆邮
车，其美多吉应聘成功，开上了全
县唯一的邮车。29年来，他6000
多次往返邮路，行程 140 多万公
里，相当于绕赤道35圈。

路长且险，其美多吉的线路需
要途经“川藏第一险”——海拔
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这是四川
最高的公路垭口，一面是碎石悬
挂，一面是万丈深渊。雀儿山上，
路面最窄处不足4米，仅容一辆大
车慢行通过。

“这儿俗称‘鬼门关’，相当危
险。”他说，“每次经过这里，我都要
小心翼翼地查看左右车况。”重达
12吨的邮车经过这里，每一次加
速、换挡、转向，都如同与死神博
弈。

其美多吉翻越雀儿山。

其
美
多
吉
与
妻
子
告
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