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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报刊协会副会长 姚锋

他是交通好声音的代言人

坐上多吉的邮车一起启程出发，行走
在落石、塌方不断的甘孜——新龙这条邮
路时，记者渐渐发现，作为邮政人，其美
多吉的美是一种传承，是一份责任，是一
辈子默默无闻的奉献。雪线邮路，多吉在
这头，百姓在那头。

采访途中，我们用笔记录着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用镜头追踪着一个个感人的瞬
间，用心灵感受着“人民邮政为人民”的
深刻含义，大家深刻认识到，做好邮政普
遍服务关系国计民生，是在以实际行动厚
植党的执政基础。

其美多吉朴实无华、可亲可敬，他用
奉献谱写人生乐章、用平凡诠释为民服务、
用忠诚坚守职业道德，弘扬和践行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他身上不仅体现出“艰
苦奋斗、勇于创新、不畏艰险、默默奉献”
的交通精神，也诠释了“两路精神”的时
代新内涵，他是交通好声音的传播者、交
通正能量的弘扬者、交通好形象的代言者。

29 年了，一个人的邮路是寂寞的，也
是孤独的，但这是多吉的选择，他从来没
有后悔过。走近他，才能读懂他。

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公路分局雀

儿山五道班最后一任班长  曾双全

我和多吉早已亲如兄弟

来到五道班我才知道，川藏线通车后，
雀儿山上的邮车就没有断过。工友们讲得
最多的，是其美多吉和邮车驾驶员。山上，
邮车是我们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绿色；邮
车驾驶员是我们道班工人最熟悉的人。

18 年了，我和多吉早已亲如兄弟。
2017 年 9 月 26 日是雀儿山隧道正式

通车的日子。前一天，多吉和同事来五道
班与我们道别。听到邮车的喇叭声，看到
挥手的多吉，我们跑出来和他们紧紧地拥
抱在一起。因为这段路，有我们共同的记
忆，是我们青春的见证。像我和多吉这样
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的交通人和邮政人，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支
持，共同守护着藏区道路和邮路的畅通。
我曾问起多吉退休后的打算，他说他没有
完全想好，但很想组织一支志愿服务队，
帮助行走在川藏线上的人们，就以雪线邮
路人的名义。向多吉致敬！向雪线邮路人
致敬！向全体基层邮政人致敬！

□本报记者  吕磊

走上这条路

走近这条路

走稳这条路

走好这条路

“雪线金刚”的不变誓言

熟悉多吉的人都知道，他喜欢
唱歌。采访路上，记者想让多吉高歌
一曲，但他却面露难色。不是多吉耍
大牌，而是为了维护雪线邮路人的形
象。他觉得，不分场合随意唱歌不好，
更因为，多吉没有多少时间唱歌娱
乐。现在的他，一直在想，如何把雪
线邮路精神发扬光大，这是多吉首先
要做的事情。

这些年，从登上中国好人榜，到
成为“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多
吉的荣誉越拿越多，越拿越大。

同事、家人、朋友都觉得多吉变

了。的确，多吉变了，变得更加自律
了。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多吉提交
了入党申请书。他说：“成为党员，
我会更加自律。”工作时间，多吉不
再随意跟人交谈、开玩笑。以党员
为标准，他知道什么样的话不能说。
工作之余，多吉的饭局越来越少。
作为一名先进典型，他心里十分清
楚，什么样的饭不能吃。

记者采访结束的第二天，多吉
就要到北京参加全国邮政系统“双
先”表彰大会了。他的儿子扎西泽
翁（甘孜县分公司网运中心主任）还

安排他当天跑甘孜——石渠的邮
路。多吉没有半点怨言，他说：“在
单位，我们就是同事。”那天，多吉跑
完这条雪线邮路，用了 13 个小时。

现在的多吉特别看重传承这个
字眼。因为他明白，传承是延续雪
线邮路精神的基石。

于是，让更多年轻人学到自己
的开车、修成技能，并继承老一辈雪
线邮路人的精神几乎成了多吉生活
的全部。10 个，这是多吉所有徒弟
的数字。去年，多吉最小的徒弟洛
绒牛拥也可以单独开车上路了。但
多吉并没有停下寻找下一个接班人
的脚步。

有人说，多吉赶上了一个好时
代。的确，因为雪线邮路，他成了名
人，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如果他没有继承老一辈雪线邮
路人“不畏艰险、为民奉献、爱岗敬
业、忠诚担当、团结友善”的精神，如
果他没有把百姓的需求放在心里，
他就不是今天的其美多吉。

在漫长的雪线邮路历史上，达瓦
绒波、邹忠义、邱宇、万树茂……每一
个曾经、现在或者将来工作在雪线邮
路上的邮政人。虽然他们不叫其美
多吉，但他们都是“雪线金刚”。

这条雪线邮路因他们变得美丽
又不平凡。

29 年，多吉 6000 多次往返甘孜
到德格这条雪线邮路，行程 140 多
万公里。但是再华丽的数据都是苍
白的，都不如那些发生在雪线邮路
上的一个个瞬间、一件件故事让人
震撼、令人动容。读懂这些瞬间和
故事，你会对多吉肃然起敬。

行走在甘孜——新龙这段邮路
上，记者的提问时常会被多吉打断，因
为他总是全神贯注地换挡、加速、转

向，随时躲避突然出现的落石和塌方
路段。这种经历，对走了 29 年雪线邮
路的多吉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一道 7 厘米的刀疤，那是多吉
为了保护邮件而留在脸上的永久印
记。经过近两年的康复，2014 年 4
月，多吉又开着邮车上路了，因为他
放心不下藏区的百姓。

多吉每次出班，妻子泽仁曲西
都会到寺庙祈福。邮路艰险，她不

知道自己的丈夫还能不能再回来。
虽有不舍，但她从不阻拦丈夫的选
择，因为她知道，多吉属于她，更属
于藏区的百姓。

2017 年 9 月 25 日，雀儿山隧道
通车的前一天，多吉驾驶着邮车最
后一次沿着老路翻越雀儿山。在垭
口前，多吉与一旁相识了 18 年的德
格县公路分局五道班的工人相互拥
抱。那一刻，他们湿了眼眶。那一
刻的眼泪，是在庆幸，18 年过去了，
他们都还活着。

每次路过，道班的工人都会跟
多吉聊上几句，让他这段孤独的车
程没有那么寂寞。多吉也会给大家
带一些生活必需品，捎一些家书，甚
至把突发疾病的工人送去医院。他
们在这片“生命禁区”，为了心中共
同的信念——让康巴藏区的百姓过
上更幸福的生活，奔波着、奉献着。

没有豪言壮志，也没有慷慨激
昂，在日复一日的生与死的考验中，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这句誓言在多
吉的心中扎了根。

采访途中，多吉一直在纠正记
者对于雪线邮路的错误认识。

在高原上，邮政人把平均海拔超
过3500米的邮路都叫作“雪线邮路”。
在甘孜州，几乎所有的邮路都是雪线
邮路。但对多吉而言，甘孜——德格
这条雪线邮路是最特别的。

1999 年，多吉从德格县邮电局
调到甘孜邮车站，开始跑甘孜县到
德格县的雪线邮路。这是川藏雪线
邮路上海拔最高、路况最差的一段
路。一边悬崖，一边峭壁；夏天泥石
流、塌方，冬天冰雪覆盖、雪崩肆虐；

中间还要翻越海拔 5050 米的雀儿
山垭口。

一年 365 天，这条邮路天天都
难走。但无论多难走，这条邮路都
必须有人走。因为这是一条连接祖
国内地与西藏的“生命线”。

从 1954 年川藏公路建成通车
以来，这条邮路就没有断过。去年，
甘孜州有一半以上的出口包裹就是
通过这条路发往世界各地。数据显
示，2017 年，其美多吉和同事安全行
驶 43.4 万公里，向西藏运送邮件 13
万件，运送省内邮件 33 万件。

第一次，当多吉犹如在“鬼门关”
里走了一遭一般，走完这条邮路抵达
德格的时候，他有些迷茫了。“我为
什么要这么拼命？”他反问自己。

当多吉开着邮车进入邮局大
门，看到翘首以盼他到来的乡亲们
那种渴望的眼神时，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有意
义。

在那个时代，邮政渠道是康巴
藏区百姓和外界联系的主要途径，
甚至是唯一途径。

如果多吉不来，很多人会失望，
甚至绝望。

采访中，记者也能强烈地感受

到多吉和邮政服务对康巴藏区百姓
是多么重要。

9 月 13 日，记者跟随多吉的邮
车抵达新龙县的时候，发现邮车里
有很多社会快递公司的包裹。如果
多吉不来，这些包裹就不会送到乡
亲们手里。他们只能到近 100 公里
以外的甘孜县城去取。

时间回到 1999 年。
第一次走完雪线邮路后，“走好

这条路，做藏区百姓幸福生活的传
递者”就成为多吉当好邮运驾驶员
的唯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在这
条雪线邮路上，多吉已经数不清经
历了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

坐进多吉的邮车，记者有些惊
讶，那可能是记者坐过的最整洁的
邮车。随手一摸，没有任何灰尘；目
光所及，没有一丝杂物。就要出发
了，多吉一圈又一圈地围着邮车转，
他不想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记
者眼见为实，多吉爱（邮）车如命。

1963 年 9 月 10 日，多吉出生在
德格县龚垭乡，8 个兄弟姐妹，他是

老大。贫困的家庭条件，让多吉初
中都没有读完就回家干农活了。难
道一辈子就这样了？年少的多吉不
甘如此。

那时的藏区，很少能看到汽车。
多吉能见到的只有绿色的邮车和军
车，每次他都会不顾一切地追着车
跑。在一次次的追逐中，能开上绿色
汽车的梦想在多吉的心里扎了根。

18 岁那年，多吉花光自己赚的
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本《汽车修理
与构造》。从这本书开始，他慢慢学
会了修车，也学会了开车。此后的
几年里，在德格，“多吉车开得好”被
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1989 年 10 月，多吉的梦想照进
了现实。

当时的德格县邮电局买了第一
辆邮车，经过公开招聘，多吉成了这
辆邮车的驾驶员。但多吉并没有沾

沾自喜，而是万分感恩，因为邮政让
他梦想成真了。

因为喜欢，多吉对待邮车就跟
对待亲人一样，每天都将它打理得
锃亮发光。因为感恩，多吉对待邮
运工作更是细致入微。他生怕干不
好，不让他开邮车了。

此时的多吉，能吃苦、甘奉献，
但他并不知道“人民邮政为人民”
这一服务宗旨到底意味着什么。

直到他踏上那条雪线邮路。

9 月 20 日，当其美多吉出现在全国邮政系统“双先”表彰大会舞台的时候，引起现场一片欢呼。那一刻，

他就是最美邮政人。其美多吉的美，有些需要你看，有些需要你懂。一米八五的个子，一把浓密的络腮胡，

一条精致的马尾辫，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作为康巴汉子，其美多吉的美，显而易见。但作为邮政人，他的美，

藏而不露。

29 年了，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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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美多吉牢记“人民邮政

为人民”这句服务宗旨，用执着与坚守，在平均海拔超过 3500 米的雪线邮路上诠释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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