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路双通
和“不通客运”说再见

凉山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
村，幅员面积4.04平方公里，全村辖4
个村民小组，共65户、253人，属彝族
聚居村。阿布洛哈村是中国最后一
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建村57年来，
许多村民都不曾走出过大山。

2019年12月31日，阿布洛哈村
通村硬化路主体工程基本建成。由
于地形条件复杂，经反复优化设计，
阿布洛哈村最终采用“硬化路+缆车
摆渡”结合的方案，打通了阿布洛哈
村的对外通道，并开通拖觉镇至阿布
洛哈村的农村客运。

2020 年 6 月 30 日，阿布洛哈村
至拖觉镇客运班线正式开通。这
是凉山州首条按“金通工程”标准
实施并开行的乡村客运班线，全长
35 公里。

这条班线，实现了统一的乡村客
运标识，统一的村级招呼站牌，统一
的客运车辆外观，结合民族地区特色
的从业人员统一服装并佩戴标准工
牌，同时，车辆统一安装了4G视频监
控系统。该班线由西运集团布拖分
公司执运，每日往返1班，遇拖觉镇赶
集日增加至往返2班。至此，阿布洛
哈村和“不通客运”说再见。

施工艰难
曾动用直升机吊装机械

进出阿布洛哈村，原来只有两条
路：一条需要往上徒步翻越落差约
1000 米的山崖路；另一条是往下走
水路，通过溜索到对岸。如果从乌依
乡到村活动室，只能翻越崎岖的山
路，徒步约4个小时。

为了让村民走上通畅安全的道
路，当地政府决定修建一条长 3.8 公
里的四级通村公路，起于布拖县拉果
乡，止于阿布洛哈村。为了加快进
度，施工单位决定将工程机械吊装到
阿布洛哈村，实现两头向中间同时施
工。

由于村子地理位置险峻，抵达阿
布洛哈村的大型机械设备只能动用
直升机吊运。经过国家应急管理部
的协调，施工单位四川路桥集团租用
了米-26重型直升机，吊运机械设备
到阿布洛哈村。

从布拖县城到阿布洛哈村，航线
距离约 40 公里，处于高海拔地区。

沿着高山峡谷行进，直升机着陆地点
狭窄，执飞难度极大。

2019 年 12 月 ，天 终 于 放 晴 ，
米-26吊运着一台挖掘机从布拖县城
起飞，大约20分钟后，成功将一台挖
掘机投放在阿布洛哈村。经过陆续
吊装，先后有8台大型工程机械设备
进村，从两头同时施工，加快了通村
公路的施工进度。

从马到车
阿布洛哈正在悄悄变化

近70度斜坡的路，呈“之”字形沿
山而上，路上铺满大小不一、棱角分
明的石头。长久以来，村民们的生活
用品和物资主要靠马匹驮运。

“每家每户至少有一匹马。”19岁
的阿达牛色从小在阿布洛哈村长大，
他说，在以前，马就是他们的交通工
具。每次赶集回来，人要背着100多
斤的东西翻过几座山，翻过了山，马
再驮着东西回家。

6月30日，阿布洛哈村至拖觉镇
“金通工程”乡村客运班线开通，客车
开进了这座村子。“现在去赶集，坐车
就可以到县里，买完东西放车上，车
子直接拉到家门口。”阿达牛色说，现
在有些村民把马卖了，换了摩托车。

除了交通工具的变化，大家种植
的作物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村民们
主要种的是玉米等传统作物，现在不
一样了，芒果、脐橙、花椒、核桃等经
济作物，村民们都会种。”村支书吉列
子日说，以前不敢种经济作物，现在
路通了，作物熟了能运出去卖，车来

车往很方便。
除此之外，村里还多了一样新鲜

的“玩意儿”——小卖部。阿达么友
杂是阿布洛哈村小卖部的老板，在她
的店里，饮料、纸、洗洁精、衣架……
平日里所需的生活用品都可以买
到。“路通了，去镇上买东西方便了很
多，而且不用自己扛回来。”阿达说，
她就期待着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期待可以带更多
的好东西回家。

全省44830个建制村
实现通客车

阿布洛哈村至拖觉镇客运班线
的开通，让村民出行从过去步行近 4
小时缩短到如今乘坐客车40分钟就
能到达拖觉镇，不仅解决了生产生活
出行难题，打开了当地脱贫致富的大
门，更是依托“金通工程”全面提升了
乡村客运服务品质，实现了出行的

“好”和“优”，提升了当地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随着凉山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
正式开通乡村客运班线，除因常住人
口不足100人、需求不足等原因而不
具备通客车条件的36个乡镇、671个
建制村外，四川省具备条件的 4215
个乡镇（不含街道办、其他单位）、
44830个建制村（不含居委会、其他单
位）全部实现通客车，提前3个月完成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客
车目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姚箬君 摄影徐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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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11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康定、攀枝花、马尔康、内江、达州、自
贡、遂宁、乐山、南充、泸州、广元、广安、
巴中、资阳、德阳、绵阳、雅安、西昌、宜宾
良：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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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6月30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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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3—101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部分城
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7 星彩第 20057 期 全国销售
9950342元。开奖号码：8323371，一
等奖 0 注；二等奖 6 注，单注奖金
43881 元；三等奖 117 注，单注奖金
1800元。10567618.61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列 3 第 20132 期全国销售
25529962元。开奖号码：879。直选
全国中奖10994（四川697）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7652（四
川 1064）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0912431.7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132 期全国销售
11592964元。开奖号码：87958。一
等 奖 115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60652536.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 8
月3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阿布洛哈迎来“车路双通”

客车开进高山彝寨村

四川凉山州大山深处的阿布洛哈村，曾是全国最后
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6月30日，一辆小客车驶入村
子，司机按响的喇叭在山谷中回响——阿布洛哈村彻底
告别不通公路、不通车的历史。

阿布洛哈在彝语中的意思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这
里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平均海拔1000米。原来老百姓
出行，需要沿着陡峭山路步行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对外
通道公路。

2019年12月31日，通过“硬化路+缆车摆渡”，当地
打通了阿布洛哈村的对外通道，老百姓仅需30分钟即
可抵达对外公路乘车。

2020年6月30日，阿布洛哈村至拖觉镇“金通工程”
乡村客运班线正式开通，客车开进了高山彝寨村。这条
客运班线的开通，标志着四川全面实现了100%具备条
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

阿布洛哈村新修的通村公路，被称为“云端公路”。

阿布洛哈村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