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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祖国好娃娃，牢记核心价值观，爱国就是
爱祖国，敬业诚信乐友善，小古丽，好巴郎，我们实
现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歌曲《我
是祖国的好娃娃》（以下简称《好娃娃》），优美的旋
律不仅在南疆和田地区 1000 所中小学的课间操时
段响起，形成了和田33万多中小学生齐唱《好娃娃》
歌曲、齐跳《好娃娃》舞蹈的生动景象，而且也在乌
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的部分小学自发播放。

这首歌的作者就是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分行（以
下简称“建行新疆分行”）“访惠聚”（访民情、惠民
生、聚民心）第二批驻村工作组。

多项举措进校园

建行新疆分行“访惠聚”第二批工作组自今年3
月上旬入住和田地区墨玉县普恰克其乡巴西普恰
克其村伊始，为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从娃娃抓起、从
小抓起、从学校抓起”的要求，积极落实自治区党委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的“三进”部署，深入校园，筑牢思想基础，在认

真学习以往经验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为内容，编创了校园歌曲

《好娃娃》，借助朗朗上口的新疆民歌“娃哈哈”曲
调，以载歌载舞的形式来增强歌曲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既达到学习双语的目的，又起到润物细无声的
教育效果。

据建行新疆分行党委委员、“访惠聚”工作组组
长李新平介绍，《好娃娃》这首歌具有三个显著特
点：一是主题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24个字
巧妙地编成了歌曲；二是形式好，既载歌载舞，又成
功地将现代时尚元素和民族旋律有机融合；三是效
果好，好听好学好唱好记，广大师生容易接受。这些
特点对于学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通过培训助推广

工作组聘请自治区专家对《好娃娃》进行双语翻
译、合唱录制和舞蹈表演，并制作了双语教学光盘，
开展为期3天的文体骨干和教师的专门培训，于4月
18日举行了光盘授予仪式和培训结业汇报演出。

今年5月19日，工作组联合乡党委共同举办了
迎“六一”《好娃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歌曲
暨广场舞大赛，全乡10所小学近700名学生参加。5
月20日，工作组组织了20名优秀学生代表，赴乌鲁
木齐参加新疆电视台“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开拓
学生视野，促进民族团结。

《好娃娃》的推广普及得到了和田地区各级领
导、相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认可。7 月份，和田
地区教育局下发了《“好娃娃”推广实施方案》，在全
地区1000所中小学、33万多中小学生中全面推广普
及《好娃娃》歌舞。目前，地区、县、乡三级教育部门
和中小学已层层举办培训班，各中小学已把《好娃
娃》歌舞作为课间操的一部分。同时，定于11月份举
办全地区《好娃娃》歌舞比赛。《好娃娃》已经在和田
地区全面唱响。

10月 23日下午，在《好娃娃》的起源地墨玉县，

由中共墨玉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墨玉县委宣传
部、“访惠聚”领导小组、教育局和建行新疆分行住
村工作组承办的“建行杯”《我是祖国的好娃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歌曲暨舞蹈大赛举行。经过
前期19个乡镇 （街办）的预赛和复赛，共有10支代
表队参加了决赛。

校园歌曲受肯定

《好娃娃》的典型做法和良好效果得到了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在 4 月 12 日自治区召开
的“访惠聚”工作视频大会上，李新平代表全疆条管
单位和央企作经验交流。5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和
田地区主持召开“访惠聚”活动调研座谈会，李新平
组长参加会议并代表央企作了经验交流汇报，展示
了中国建设银行良好的社会形象。

李新平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在今年
年底前将《好娃娃》推向全疆所有中小学，并作为课
间操的一部分内容，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
在新疆广大的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为维护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是祖国的好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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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君

新疆疏勒县巴合齐乡司法所长古再丽努尔·麦麦提，自1992年担任巴合
齐乡司法所长以来，严于律己、勤奋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在人民调解、
基层普法等工作中兢兢业业，用一腔热血诉说着对农村司法事业的无限热
爱和执著。2005年、2007年连续两次被自治区司法厅评为优秀司法所助理
员，2007年被自治区司法厅记个人三等功一次，2011年被司法部评为全国
基层优秀司法所长。

架起干群“连心桥”

人民调解是司法助理员的工作职责之一，古再丽努尔始终坚持把人民
调解工作放在首位，把复杂的民间纠纷化解于无形、化解于基层。

2013年 6月的一天，古再丽努尔正在村子里进行矛盾排查。突然一位
村民打电话来急切地说：“9村2组与7组的村民因棉花地灌水发生了纠纷，
争吵得很厉害，都举起了砍土曼，请速来！”挂掉电话，古再丽努尔二话没
说，急忙带领干部赶到了现场。现场双方高举劳动工具，剑拔弩张，随时
都有可能发生械斗。面对这种情况，身材瘦弱的她大喊一声：“打架能解决
问题吗？”她走到人群当中，先将部分村民进行了疏散，随后让双方选出代
表进行调解。她细致耐心地为村民们讲法律、讲政策，通过现场法与理的
解说，情与理的沟通，使双方转怒为安，并拿出了合理化的意见，圆满解
决了这件事。

此外，古再丽努尔还主动、及时地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并及时研
究、准确掌握矛盾纠纷发生、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采取各种防范措
施，减少矛盾纠纷发生概率。近 3 年来，古再丽努尔共受理各类纠纷 620
起，调解率达 99%，使该乡实现了无因民间纠纷激化引起的群体性械斗和
重大群体上访事件。

现如今，“有矛盾找司法、有调解找司法”已成为该乡村民的一句口头
禅。古再丽努尔用真情、用真心调解矛盾纠纷，架起了干群“连心桥”。

当好普法排头兵

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
良好氛围，古再丽努尔把干部和群众、青少年与外来人员等群体进行区
分，针对不同对象，实施创新机制：干部学法推行“按时制”、青少年学法
推行“课时制”、外来务工人员学法推行“分教制”，并结合开展“法治六
进”、“一月一法一季一考”、“一反两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
律法规知识和相关政策，使群众遵法、守法的意识明显增强。

3年来，古再丽努尔组织举办70期法制培训班，讲座共120场次，知识
竞赛 6场，文艺演出 35场，法律咨询 300次，发放各种普法宣传单 4万张，
受教育人数达35500人次，普法普及率达94.5%。

争做百姓贴心人

为帮助各族群众维护合法权益，古再丽努尔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
援”，并对自己约法三章：凡是法律援助工作，有投诉必受理，有案件必办
理，办则必办成，不得半途而废。针对部分村外务工人员较多的特点，她
经常上门宣传法律知识，使务工者了解《法律援助条例》，知道自己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法律援助部门求得帮助。

2012年10月，外来务工人员张某在工地干活时不慎将腿砸伤，送到乡
卫生院进行临时救治，花掉医药费5000元，但用人单位不认同是工伤，拒付医
药费。张某是一个从内地来疆的务工者，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亲戚朋友，无钱
支付医药费，更没钱请律师打官司。此事一直拖到2013年2月，在万般无奈的
情况下，张某拄着拐杖来到了乡司法所。司法所所长古再丽努尔了解了张某
的情况后，认为可以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帮张某讨回公道，于是到其工地了解
实情调查取证，并获得了确凿的证据。用工单位不得不接受调解，支付受伤者
的医疗费及误工损失，并给予张某一定的工伤补偿。3年来，古再丽努尔共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30件，接待法律咨询180人次，受到当事人的一致好评。

当村民送来感谢锦旗时，古再丽努尔却说：“为各族群众维护合法权益
是我的工作职责，也是一名司法工作者应尽的义务。”

题图为古再丽努尔向在校学生发放法制宣传品。 陈在桥摄

近日，全疆首个村级视光残疾康复服务站在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库尔干村挂牌成立，
惠及依麻木镇及周围乡、村，让视力残疾的少年
儿童在家门口免费接受康复治疗。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库尔干村工作组在走访
中发现，村里部分儿童存在弱视、斜视、散光等
眼部疾病，有的因病中途辍学甚至无法上学。经

过向镇党委和其他工作组了解后发现，其他各村
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一现象。在掌握初步情况后，
工作组协调专家骨干进村开展义诊，对全村儿童
进行视力普查。经检查确认全村共有 25名儿童存
在视力残疾，其中，艾合太木·亚森情况最为严
重，已经存在致盲危险。工作组积极与相关部门
和爱心人士联系，把他送到阿克苏地区视光残疾
康复站接受免费治疗。目前，他的视力已经由0.12
恢复到了0.8。

为彻底解决视力残疾儿童治疗不便、小病拖
大的问题，工作组与自治区残联沟通对接，依托
村卫生室设立全疆首个村级视光残疾康复服务
站，并免费配备5万多元的视力检查仪、视功能训
练仪、增视仪、增视镜等设备。邀请自治区残联
视光残疾康复站的专家对镇村两级医生进行视力
康复技术培训，协调地区视光残疾康复中心捐赠
30 台移动电视，安装在村医务室、村民活动中
心，提高村民自我防护保健意识。

近日，为解决村民看病难问题，新疆克
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姚诚，带领副院长肖滨增、艾尔肯
和医务部主任张振海及医院内外科、耳鼻喉
科专家、援疆专家等 20余人，赴阿图什市上
阿图什乡卫生院开展义诊、会诊、教学查房
等活动，并与该卫生院院长阿力甫·阿西木签
订了技术支持协议书，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周淑云摄

忠诚履职的司法卫士
——记疏勒县巴合齐乡司法所长古再丽努尔

王宝君 陈在桥

忠诚履职的司法卫士
——记疏勒县巴合齐乡司法所长古再丽努尔

王宝君 陈在桥

张恒源，号笔仙，
四川省渠县人。他的作
品在字形、结构、笔
法、章法诸方面都很精
到，整体布局端庄秀
丽，形神兼备。其行草
作品运笔流畅，字形结
构自然洒脱，字与字之
间疏密结合，收放聚散
错落有致，行与行之间
布局合理，穿插美观，
飘洒自如，观后让人感
到气脉贯通，富有韵
律 ， 尤 其 是 他 的

“龙、虎、寿、佛”四
字，是他的精品之作。

“龙”字为榜书上
品，构思巧妙，笔法流
畅苍劲，活灵活现，栩
栩 如 生 。“ 龙 ” 为 行
草，“龙”的气势给人
一种力量。“龙”昂头，“龙”甩尾，“龙”卷曲，“龙”缠绕；

“龙”对天长吼，“龙”鳞、“龙”眼、“龙”头、“龙”身，形象逼
真，写“龙”点睛。

恒源挥笔书神龙
王 文

布茹玛汗布茹玛汗5252年如一日守边护边年如一日守边护边
白 旻 王考华

新疆建首个村级视光残疾康复站
刘韵霞文/图

“建行杯”《我是祖国的好娃娃》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校园歌曲暨舞蹈大赛现场。 王 峰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境内有1133公里边境线，有大小250多处通外山
口。上世纪60年代，300多名柯尔克孜族边民成为边
防线上不可或缺的护边员。当地柯尔克孜族牧民中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每一座毡房都是一个流动的哨
所，每一位牧民都是一个活着的界碑。布茹玛汗·毛
勒朵就是其中的一员，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这
块热土。

19岁时，布茹玛汗成为了克州边防支队吉根边
防派出所的一名护边员，驻守在冬古拉玛山口。如今，
52个年头已过去，布茹玛汗依然坚守此地。家人多次
想把她接到县城的家中居住，但布茹玛汗总是摆摆手
说道：“我要留在村子里，这里有我熟悉的边防官兵，
有冬古拉玛山口，有我誓死守护的边境线！”

守边员的民族情

9 月的乌恰县，秋意渐浓，被亲切唤作“冬古拉
玛大妈”的布茹玛汗斜靠在毯子上，在边防官兵和
子孙的包围下，开始回忆起这么多年来和“冬古拉
玛”结下的深厚情谊。

在孙女阿丽玛什·阿曼图尔的帮助下，布茹玛
汗从一个黑色皮包中缓缓掏出一个被红布包裹着
的本子，揭开四角，一个印有“荣誉证书”的红色本
子出现在大家眼前。“这是去年 9月，国务院给我颁
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布茹
玛汗自豪地说。

聊到高兴时，布茹玛汗突然邀请大伙一
起去她当年驻守的冬古拉玛山口看看。在行
进的路上，布茹玛汗感慨地说：“小时候，从
沙孜村到乌恰县，先步行，骑马，后搭乘拖拉
机，总共要花费 10余天的时间，现在一个小
时就到了。”在布茹玛汗眼里，村子这些年的
变化还远不止这些。

布茹玛汗告诉大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边防派出所实施爱民固边10
年来，吉根乡牧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住的是抗震安居房，通上了自来水，安上了电
灯，肉想吃就吃，摩托车、小轿车随处可见。

回到家中，布茹玛汗又和大伙饶有兴致地讲起
今年“八一”建军节去北京参加双拥会议时的所见
所闻，即便这已经是她第 18次到北京。回忆起 2007
年第一次去北京的情景，她激动地说：“以前从来没
有坐过飞机，只是见过天上飞翔的雄鹰和冬古拉玛
山口漫天的星星，没见过人民大会堂耀眼的灯光。”
这次北京之行，让布茹玛汗的梦想实现，不仅知道
了边境线的宽广，也见到了天安门的宏伟。那一年，
布茹玛汗和她“中国石”的故事被广为流传。

中国石上的爱国情

柯尔克孜族是英雄玛纳斯的后裔，是一
个世代守边的民族，所以几乎人人都会唱

《玛纳斯》史诗。“戈壁上留下了石头，石滩又
变成了林海；绿的原野变成河滩，山涧的岩
石已经转移。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
唯有祖先留下的史诗，仍在一代一代地流
传……”布茹玛汗不识字，却能朗朗上口地
唱出几段《玛纳斯》史诗。

1964年，已为人妻的布茹玛汗与丈夫托
依其别克第一次来到吉根乡的冬古拉玛山
口成为第一批护边员，从此知道了什么是边

境，什么是国家。
那一年，当布茹玛汗望着绵延的边境线，发

现不时有牧民越界放牧时，她意识到了守护边境
的重要意义，从此许下了刻界碑的心愿。通过向
人请教，布茹玛汗学会了汉语和柯尔克孜语“中
国”的写法。在一次巡边时，她随手捡起地上的
一块石头，跪在乱石堆上，蘸着雪水在石头上写
下“中国”，然后用尖利的石块雕刻。当西陲的最
后一缕阳光落下时，第一件作品“中国石”诞生
了。

从那时起，只要行走在边境线上，她就会找石
头在上面刻上“中国”二字。半个世纪过去了，布茹
玛汗自己也不清楚她到底刻下了多少块“中国石”。

2008年，随着三儿子阿曼图尔·托依齐拜克加
入护边员队伍，布茹玛汗家已经有7名护边员了。一
个用脚步丈量祖国神圣领土的决心在继续，一种守
边护边的信念在继续，一片心系祖国的爱国之情仍
在继续。

题图为布茹玛汗大妈和边防官兵在边境巡
逻。 吴明贤摄

布茹玛汗大妈和边防官兵在石头上刻“中国”。
吴明贤摄

布茹玛汗大妈和边防官兵在石头上刻“中国”。
吴明贤摄

墨玉县普恰克其乡中心小学的孩子载歌载舞。
王 峰摄

下乡义诊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