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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守土 铸铜墙铁壁

桑德克哨所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一线
的185团，紧挨着中哈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按照国
际惯例，河道到哪里，国界就划到那里。

马军武夫妇每次巡边走到 32 号界碑前的时
候，总会想起 1988 年 4 月 23 日的那场特大洪水。
马军武用手指着界河说：“那里是1988年洪水冲过
去的地方。那时候如果不堵住洪水，划开界河，
55.5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属于哈方了。所以我们那
时候必须要堵住决口。”

特大洪灾的那年，也是马军武来到桑德克哨
所的第一年。由于我方的河堤低于哈方的河堤，
凶猛的阿拉克别克河水涌过界河，到了离我方2.1
公里处的喀拉苏干沟。界河中心的东移意味着我
方 55.5 平方公里的国土将归哈方所有。抗洪就是
保家守土。情急之下，兵团第十师积极调动 1100
余名干部职工前去抗洪，周边的边防部队也增派
了一个加强连增援。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援，经过8
个昼夜的奋战，洪水终于在第 16 天被成功封堵。
此后，身为护边员的马军武便一直守望着界河，
直到 1997 年中哈两国领土确权勘界的顺利完成。
兵地军民团结一心的抗洪精神使得国家没有丢失
一寸土地。

桑德克哨所犹如一座永不移动的界碑，屹立

在中哈边境的前沿。总书记语重心长地两夸马军
武“了不起”，他夸的不仅是兵团民兵，更是由党
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构筑的铜墙铁壁。

矢志不渝 当祖国卫士

马军武回想起习总书记接见他时的情景，激
动地说：“听到习总书记说，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
能削弱，我就更加坚定了一生只做一件事，为祖
国当好卫士的决心。我坚信新疆和兵团今后会建
设得更加美好。”

今天的185团已经成为兵团红色旅游线路上一
颗璀璨的明珠。边境线上少了洪水的威胁，迎来
了更多游客们的身影。新时期，一手拿枪，一手
拿镐的兵团人，在肩负屯垦戍边创伟业责任的同
时，也在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游客。 抗洪胜
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每个清晨，马军武和妻子张正美仍然会来到
国旗下，进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多年来，夫妻
二人守护着这片神圣的边界土地。在这里，还有
很多像他们这样默默奉献的祖国卫士。

如今，护边员的故事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
所了解，而故事所折射出的兵团精神也被广为传
颂。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伟大的祖国，兵团千
千万万的职工在边境线上筑起了一道道永不移动
的生命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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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新疆

中哈界河上中哈界河上的守边人的守边人
王宝君 杨东东

新疆第三师49团13连职工
买海提·居热 44 年如一日，孜
孜不倦地守候着这片沙漠戈壁。

买海提·居热，1971年加入
13 连，1989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1 年 3 月，他被第三师
评为“弘扬兵团精神”模范个
人。同年 5 月，他获得了先进
生产者称号和兵团屯垦戌边劳
动奖章。2004年与 2009年，他
两次被评为职工自营经济致富
能手；2010 年 8 月，被评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

勤于学习 领头致富

1998 年 ， 49 团 开 始 推 行
“两费自理”政策。当时连队有
300亩荒地由于土质不好，没有
人愿意承包。买海提·居热却毅
然与连队签订了承包合同。买
海提·居热喜欢学习汉族职工的
种地经验。为了让荒滩变成良
田，他投资了 15万元进行了土
壤改良，白天和半夜都守在棉
花田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种
植经验的不断积累，买海提·居
热辛勤付出的棉花田获得丰
收。棉花田亩产超480公斤，产量和收入年年都居连队首位。买海
提·居热还带动大家走向小康之路。2011年，团里鼓励职工发展特
色养殖业，并牵头购买优质波尔山羊。由于路途远，拉运回的波尔
山羊精神状态欠佳。因为担心成活率低，很少有人买。买海提·居热
带头购买了40只，还鼓励其他人购买。有的职工资金困难，他主动帮
忙垫付。通过一年多的喂养，波尔山羊适应性强、产羔率高的优势得
以凸显。

乐于助人 关爱邻里

职工有什么事情都会找买海提·居热帮忙，他也总会伸出热情
的双手。春播时，职工拉运肥料困难，买海提·居热主动把自己的
小四轮借给职工拉肥料。他用 10 多万元购买了大型配套农机具，
年年在连队职工春耕大忙时节义务拉运农资。连队有10多名年轻
人不安心种地，买海提·居热主动拿出8万多元帮助他们承包土地。

现已脱贫的青年职工艾力·玉素甫说：“买海提·居热大叔为我
们这些年轻人操了不少心。”连队有的职工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
境，不懂种植棉花的经验，买海提·居热便经常在别人家的地里帮
着指导棉田的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化控整枝。一年里，他
是连队最忙的人。

2006 年，买海提·居热用多年辛苦挣来的 50 多万元，买进纯
种黑白花奶牛，将繁育的小牛犊低价卖给连队的职工，教他们养
殖技术，为他们免费提供配种并且亲自上门给奶牛防疫治病。每
当母牛到了产奶期，他都将挤出的牛奶送给周围邻居的小孩吃。
夏天，他和妻子将牛奶做成酸奶给棉田中干活的兄弟姐妹解暑。

在 49团 13连，一提起买海提·居热这个名字，维吾尔族职工
说：“那是咱 13 连的亚可西，是我们致富的领头羊。”汉族职工
说：“那是咱老大哥，是值得大家敬佩的老党员和老劳模。”

“我是一名少数民族一线职工，各级党委给我了许多荣誉，但
我知道自己还差得远。我会感恩这里的每一个人，终生为团场发
展尽自己的一份力！”参加工作 44 年来，买海提·居热经常这样
说，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他的言行得到了全团职工群众的充分认
可和尊重。

邻居都纷纷对买海提·居热说：“你已经退休了，自治区的荣
誉你都有了，还这么积极，图个啥？”他笑笑回答说：“我是一名
党员，一名劳模。我是退休了，但我不能退掉一名党员和劳模的
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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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安在团场 用心培育优品

2009 年，赵刚辞去了在乌鲁木齐担任教师和在
十师农科所担任技术员的工作，毅然带着妻子和孩子
来到184团，成为林管站的一名技术员。

面对184团存在的果树老化、病虫害严重、管理粗
放及保鲜技术落后等问题，赵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果农开设免费培训班，手把手地教果农果林栽培知
识。与此同时，赵刚用心钻研适宜184团苹果贮藏保鲜
的新技术，并把这些知识制作成小册子，向果农普及
推广。

经过两年时间，184团苹果的总收入增加了100多
万元。但是赵刚并不满足。2015年初，他自掏腰包购买
了一批品质优良的红肉苹果，进行试验栽培。为改善
184 团果品产业单一和绿化苗木缺失的情况，赵刚开
始寻找适应当地的绿化苗木及果树树种，并创建了苗
木试验基地。

经过 3年实验，他成功钻研出了钙果高密栽培技
术，种植了杏树和毛樱桃。如今他还引进了卫矛、忍
冬、山桃等绿化树种，金红 123苹果、七月鲜枣等果树
品种，并且成功研究出了胡杨仿生态繁育方法。

露宿戈壁荒漠 发展千亩果林

2012年，钙果引种试验成功后，184团投资数百万
元，引进了 150 万株钙果苗，在靠近沙漠的 9 连建了
1000亩有机钙果种植基地，并将管理钙果基地的重任
交给了赵刚。

“一生只做一件事，扎根屯南做贡献”的胡杨精神
激励着赵刚。为了更好地管理果苗，他再次一个人搬
到距离团部 35 公里、深入沙漠腹地 7 公里的钙果基
地。在赵刚的不懈努力下，184团有机钙果种植基地建
设终于有了成效。

2014 年，在新疆亚欧博览会、十师北屯市农产品
展销会及阿勒泰地区农产品展示会上，184 团的钙果
产品以“新、奇、特”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赵刚说：“基地
建起来了，下一步就要发展钙果的加工业。”

调整产业结构 追求多元发展

赵刚发现人们在植树造林时只注重环境改善，不
注重经济效益。他便大胆地提出了“变单一生态林为
生态经济兼用林”的生态建设新思路。

赵刚申请了5亩土地，先后引进了20多种林木进
行试种。经过无数次筛选和试验，他选出丁香、火炬树
等几种适宜团场种植的景观树品种，打造了“184团防
风苗圃林”，不但满足了团场种植树木防风治沙的需
要，还将苗圃销售到外地，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013年，赵刚从宁夏引进优质大果枸杞种苗，在
退耕地里试验种植。经过3年的试验，大果枸杞已陆续
挂果。在他的建议下，团场逐渐将退耕地进行林种更
新。目前团场枸杞种植面积已达 8000亩，成为团场职
工增收的重要途径。

2014 年，赵刚荣获 184 团“最美屯南人”称号。此
外，他连续两年荣获 184团“先进工作者”称号，连
续 3 年荣获十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连续 5 年荣获
184团AAA级和谐小康家庭称号。

天然草原阿吾斯奇

“阿吾斯奇”在蒙古语中意为开满小黄花的地方，
由巴图山、铁不克山和沙吾尔山汇聚形成一个“∩”
状。旦木廓勒河流淌于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37团阿吾斯奇牧业营
就坐落在这山水间。近年来，137团认真落实草原生态
保护工程，通过采取轮牧生息、草地围栏的禁牧固牧
措施，使万亩草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恢复，并被
人们誉为“中国凉都，新疆花海”。

古树与植被点缀于山水之间；旱獭、盘羊等野生
动物若隐若现；大小双湖像两只眼睛一样，与哨塔的
边防哨兵一起警惕地守护在边境线上。

137 团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靠
科技加快了畜牧业生产的步伐，引进优质牛羊品种和

优质饲草品种，改良传统牛羊品种，启动了“天然草原
保护工程”。

阿吾斯奇的山水，养育了这里绿油油的草，又养
育了膘肥味美的牛羊。这方水土就这样养育了这一方
人。

戍边使命代代相传

137 团阿吾斯奇牧场有着 89.5 公里的边境线。这
里常年驻守着地方、兵团的 300余名军、警、兵、民，共
同守卫着她的稳定和安宁。

在上世纪70年代阿吾斯奇交克拉玛依管理期间，
市武装部李明秀政委就与这片土地建立了难以割舍
的感情，以至在他病逝后也要埋骨于阿吾斯奇，矢志
长相厮守。

年过七旬的兵团十大“戈壁母亲”之一，有“兵妈
妈”之称的牧场职工杜月香老人，每年都要回到阿吾

斯奇，为她的子弟兵儿子们缝洗衣被、纳打鞋垫。60多
年来，一代代屯垦人履行着戍边使命。如今，兴边富民
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阿吾斯奇牧场牧工群众的生
产生活条件。一条条宽敞的通营公路打开了牧民致富
的大门，激发了新时代戍边人固边、兴边、强边的热
情。

打造景观吸引游客

在乌尔禾北缘有着方圆百公里的雅丹地貌。随着
光照的不同，这些雅丹地貌呈现的色彩也丰富多变。
这就是著名的世界魔鬼城“一日三变”的奇异景观。

与疆内多地旅游开发一样，魔鬼城景区开发缺失
的是过夜产品。而 137团启动旅游开发，着眼点就选
在打造“夜晚的魔鬼城”上。他们通过兵地旅游文
化的融合发展，和乌尔禾区联手打造魔鬼城景观和
魔鬼城夜景，为魔鬼城创建 5A 级景区打下良好基
础。

乌尔禾是“金丝玉”的产地，每年专程到此捡
石头的游人络绎不绝。在这个仅两万余人的新兴城
镇，有很多137团的原有职工开店或参与经营。克阿
高速公路、北疆城际列车和克拉玛依直达北京航班
的开通，也使乌尔禾成为北疆旅游环线上的重要节
点。因此，137团党委决心将旅游业作为团场经济调
结构、惠民生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柱产业。

由七师 137 团承办的“兵团首届文化旅游摄影
节”旅游文化盛宴于 7 月 8 日在阿吾斯奇牧场开幕。
在摄影节上共评选出200多幅摄影作品。

乌尔禾的大美之旅
王宝君 张西安

乌尔禾的大美之乌尔禾的大美之旅旅
王宝君王宝君 张西安张西安

扎根的“钙果”
王雪婷

聂建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185团文联名誉主席、
书画协会顾问。他以一颗修禅之心融合了“老庄精神”和

“简约主义”来从事绘画创作。聂建生的作品禅机层出，玄机
迭见，内容以高士、游仙、罗汉为主，多以天真之趣、出尘
之态、慧灵之姿惹人青睐。

聂建生，祖籍江苏，曾跟随篆刻家刘大奇学习书法和篆
刻，此后长期致力于诗书画印及雕塑创作。他现为中国书画
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摄影家协会理事、甘肃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等。其作品多次入展并获奖，有“大写意人物画名家”
之美誉。

聂建生

笔简意周多禅韵
崔文魁

在十师184团新建的千亩有机钙果
种植基地里，人们经常看见一位身穿迷
彩服、头戴太阳帽、挥汗如雨的西北汉
子。他就是184团的园艺师、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主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
究生、共产党员赵刚。

7月的乌尔禾大地
流光溢彩。这里有蜿蜒
的白杨河、郁郁葱葱的
湿地和千奇百怪的魔鬼
城雅丹地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和兵团考察时，十师185团民兵、全

国劳动模范、道德模范马军武向他汇报了自己坚守在桑德克

哨所巡边、守水、护林27年的故事。马军武坚定地说：“我会一生

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当好祖国卫士。”这是兵团人的壮

丽誓言，更是兵团民兵对祖国的庄严承诺。

上图上图：：在马军武心中在马军武心中，，界碑是神圣的界碑是神圣的，，时时
刻保证清洁很重要刻保证清洁很重要。。

下图下图：：马军武和妻子张正美每天坚持升国马军武和妻子张正美每天坚持升国
旗旗。。 杨东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