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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厚重的积雪融成涓涓细流，汇聚到塔里木河，流
经美丽的西部小城尉犁县，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台
特玛湖。下游的河水纯美静宜、无声无息，千百年来，滋润
着这里的土地，养育着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

维吾尔语之歌响心间

周爱武，一名普通的援疆干部，2013年9月，他从3000
公里之外的河北衡水市委副秘书长来到这里任县委副书
记，他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做一名新疆人。

实现梦想，第一个障碍就是语言不通，这个县维吾尔
族占总人口的一半多，他听着老乡说维吾尔语，看着大街
上写的维吾尔文，感到陌生和迷茫。来到县里第一周，他决
定：学好维吾尔文。当退休教师赛丽曼·苏皮收下他这个汉
族学生时，眼里闪着泪花。

在去年4月28日县委干部大会上，周爱武介绍说：“维
吾尔语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在学习过程
中，你会增长知识、获得快乐和友谊”。散会后，很多维吾尔
族干部抢着和周爱武交谈，感情一瞬间拉近了。党的十八
大代表迪力努尔·艾则孜说：“作为一名援疆干部，周爱武
带着感情学维吾尔语，体现了他加强与维吾尔族群众交流
交往交融的决心。”从此不少维吾尔族干部成了他的义务

“辅导员”，甚至清洁工、超市店员、门卫、卖馕大妈都成了
周爱武经常求教的老师。

两年过去了，周爱武已能简单交流、流利阅读和准确
书写维语了。周爱武不仅自己学，还带动身边的援疆干部
一起学，周末的时候，他还搞起了“餐厅课堂”，晚饭后，就
挂起小黑板，给大家讲两个小时的维语课。就这样，来尉犁
的援疆干部都喜欢上了维语，更喜欢结交维吾尔族朋友。

周爱武认为，热爱一个民族，首先要学习它的语言，通
过无障碍沟通，并了解更多的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生活习惯等，对促进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增进民族团结
意义深远。

民族团结之花别样红

周爱武觉得，对口援疆就要围绕民族团结融入新疆，
通过手拉手实现心连心。

周爱武在尉犁县有7户结对户，其中4户在最偏远的喀
尔曲尕乡。可不管有多远，他都会坚持每个月至少去看他们
一次，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生活条件，2014

年古尔邦节，他挤出6000元，慰问了自己的结对户。周爱武
了解到，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愿离家太远打工导致琼买里
村贫困户木沙·苏皮家庭生活困难时，周爱武介绍他到村里
的富裕户家打工，还安排木沙的妻子学缝纫，鼓励他家发展
畜牧养殖业。古尔邦节，周爱武带着米、面去看望木沙时，木
沙就开心地拉着周爱武到房后，说：“你看，我们家已有两个
羊圈了，20多只羊呢！我们还有拾棉花、缝纫挣的钱。”

来自河北的24名援疆干部与当地32名维族群众都结
上了对子，有退休干部、宗教人士，也有个体私营业者、村
干部和农牧民群众，他们互戴民族团结花、互换连心卡，互

赠结对纪念品，浓浓深情把维汉两族融为一体。私营业主
艾尼瓦尔·托乎提高兴地说：“我家的烤全羊通过结对汉族
亲戚，走出新疆，卖到河北，上个月卖了1万多块钱呢！”除
了援疆指挥部当红娘手拉手外，自由结合、帮贫解困、家庭
辅导、鸿雁传书以及资金资助等5种方式手拉手也取得了
明显成效，两年来，“民汉结对”260个。其中一些创新做法
为民族团结工作拓宽了思路、丰富了内涵。

帮扶教育之情格外暖

2015年 3月，周爱武来到尉犁县兴平乡统其克村，担
任该村“第一书记”。这个村有 1830人，90%是维吾尔族，
是典型的民族村。进村后周爱武认识的第一个人是村上的
锅炉工艾尼瓦尔·托乎提，周爱武看到他满脸满身的灰尘，
就招呼他到房子里洗脸，艾尼瓦尔又感动又惊讶，心里纳
闷：这个汉族干部，怎么会讲维语呢？！他们促膝交谈，很快
就成了朋友。一天的时间，周爱武坐着艾尼瓦尔的电动车
在村子里转悠，到了他的家还有他朋友开的小商店，交往
中他们开始互称兄弟了。喝茶的时候，艾尼瓦尔说出来自
己的为难和愿望，问周爱武能不能帮助教一教他的两个孩
子学习维语书写和汉语文学。

艾尼瓦尔的两个孩子学习很认真，很快就有了大的进
步。一周过去了，邻居的孩子也跑过来上课，一个月过去
了，远处的孩子也赶过来。每增添一个孩子，周爱武都自掏
腰包备齐书包文具和课外资料。孩子越来越多，从两个、五
个到十多个，一直到现在的20多个。他拿出自己的援疆补
贴，加上亲戚们资助的1.2万元，总共5万多元，办起了“小
书包爱心课堂”，每周六下午为孩子们讲授维语书写拼读、
汉语诗词谚语，每堂课还必讲励志故事，让孩子们学习如
何做人，如何珍爱民族团结，如何感恩祖国回报社会。

暑去寒来，转眼十个月过去了，小书包课堂上了37
课，看着孩子们能用维语写自己的名字了，可以断断续
续的读维语报刊了，汉语水平也提高了不少，周爱武别
提有多高兴了。12月5日，周爱武又拿出7000元为孩子
们购入了第一批课外读物和报纸杂志，在村里开办了“小
书包爱心书屋”，让全村的孩子都来分享知识的快乐。

短短几个月，农牧民喜欢上了这位朴实无华的书记老
师，喜欢和他说说知心话、悄悄话。五大队牙合福·哈斯木
等几十户村民的浇水问题解决了，四老人员买买提·达吾
提爱人的病得到了资助，吐尔逊孙女上幼儿园问题也解决
了。最近他还为村子争取到 300万元项目资金，正在与村
民一道谋划统其克村更加美好的明天。

场馆建设国际一流 火炬传递万众参与

新疆喜迎冬运盛会
王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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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对口支援要走在河北省的前列。”这是4年前承德市委、
市政府对河北省委的庄严承诺。如今，地处沿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
姆塔格沙漠之间“绿色走廊”的兵团第二师塔里木垦区乌鲁克镇（三
十三团），楼房鳞次栉比，道路宽阔整洁，广场功能齐全。

一个方案定乾坤

为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承德市委、市政府多次
专题研究部署对口支援工作，制定了《承德市对口支援三十三团实
施方案》等系列纲领性文件，给援建工作制定目标、指明方向。

规划援助。2011年 6月，承德市出资 50万元，由承德市规划
院为团场城镇作了重科学、起点高、有特色的总体规划。目前，
该规划已取得阶段成效。项目援助。自2011年以来，河北省、承
德市政府累计投入资金3677万元，援助了多项民生工程项目。产
业援助。三十三团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强化团场第二产业
发展，拓宽增加职工收入的渠道。人才援助。三十三团坚持“送
人才培训、引专家传经”的人才培养原则，与承德市紧密配合，

每年双方互派教育、医疗等方面人才进行交流学习。

一句命名世代传

三十三团职工群众为了感恩承德、托福承德、铭记承德，在
承德所有援建的工程项目上都冠以与承德相联系的名字。

三十三团政委刘期国说：“承德市委、市政府和承德人民对三
十三团恩重如山，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全团职工群众永远把感
恩铭记在心。”

一段佳话一段情

2014年3月，援疆干部赵志勇来到新疆，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
适应了工作机制、工作方式的转变。在援疆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有两位
至亲离开了人世，但他因为工作繁忙而不能回承德送他们一程。

“看到三十三团承德小区的楼房一幢幢拔地而起，听到孩子们
在广场音乐喷泉里发出的朗朗笑声，早起闻到塔里木垦区阳光的味
道，想起‘援疆干部’这4个字所赋予的神圣历史使命，所有的‘值得
与否’都不再是疑问。我的工作时限只有3年，但我要做到服务团场
一千日，扎根兵团一生情！”这是赵志勇日志里的一段话。

题图：三十三团承德广场。 魏 东摄

燕赵情满乌鲁克燕赵情满乌鲁克
陈尚毅陈尚毅 王保江王保江

本报电 （彭元） 清炖羊肉，可以不要调味料，只用清
水和盐，就可以炖出满屋的奇香，而且毫无膻味，令前来
参会的北京市民大饱口福。更为惊叹的是，这些原生态的
好羊肉是从万里之外的新疆和田运来的。近日，由北京对
口支援新疆和田指挥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14 师主办，
北京银基绿海食品有限公司和新疆绿海牧歌食品加工有限
公司承办的“和田人民感恩北京市民无私援助，‘昆仑誉万
羊进京拜大年’产业扶贫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为帮助和田全面脱
贫，北京市高度重视对和田优势特色产业的扶持，实现以
产业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探索“援疆、扶贫、脱贫”
工作的先进理念。这次讨论会上，与会人员还品尝了北京
银基绿海集团出品的和田“昆仑誉雪羊”。“昆仑誉雪羊”
进京是和田特色畜牧业与援疆扶贫工作相结合的积极尝
试，被评价为“昆仑誉模式”。据了解，“昆仑誉模式”是
以“产业扶贫”为核心，带领贫困地区的农牧民动手劳
作，将当地天然原生态的好产品销售出去，实现社会价
值，真正实现脱贫，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

上图为放养在雪线附近草场的昆仑誉雪羊。

塔河水，静静地流
——记河北省援疆干部周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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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外宣办 合办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百里
丹霞景区所在的喀拉扎组山脉，是中国
最长的侏罗纪山脉，被人称为“天山地
理风光走廊”。百里丹霞山体雄浑巍
峨，呈赭红色，橙、黄、青、绿相杂其
间，峭壁悬崖，层层叠叠，酷似摩天大
厦，更多山体像奇形怪状的巨型雕塑，
是侏罗纪山脉最为壮观、最为神奇的赤
壁丹霞“空中画廓”。

今年冬季，呼图壁县百里丹霞景区
云雾缭绕，出现 20年不遇的云海景象。
气势磅礴的山体披上了薄薄一层白雪，
红色、褐色、黄色的山体隐约可见，郁
郁葱葱的翠柏耸入苍穹，让人惊叹。

据呼图壁县狼塔户外运动协会会
长、资深领队庞志华介绍，随着冬季徒
步健身热的兴起，不少疆内外的驴友不
约而同地来到呼图壁南山徒步。

（王文 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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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万羊进京”拜大年

成玉明：钟情山水写天然
王 英

成玉明，系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甘肃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五团文联名誉主席。观其
画作，气韵自然、气势浩茫、气象高旷的笔墨效
果，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全国十三届冬运会圣火采集、火炬传递启动仪式上，各民族青年演员跳
起欢快的舞蹈。 来源：天山网

12月 21日距离第十三届全国冬运
会开幕还有 30天，作为承办地的新疆
虽已天寒地冻，但人们纷纷走上街头
参与“冬运会倒计时 30天万人徒步签
名活动”，迎接这场全国大型综合运动
会。

扎实做好最后冲刺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
开常委 （扩大） 会，听取全国冬季运
动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就
扎实做好冬运会开幕前最后冲刺阶段
各项工作提出要求。

会上，张春贤指出，十三冬是新疆
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承办十三冬是对
新疆综合能力的考验，要高度重视承办
工作，举全疆之力，使之办成一届“国内
一流、国际水平、和谐安全、精彩难忘、
影响世界”的冬季运动会。会议对十三
冬筹备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打造一流
硬件体现国际水平，提供国际水准的服
务保障，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热情、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二、要在坚持节俭
办会的前提下，为各族观众奉上一场精
彩难忘的开幕式和简洁成功的闭幕式；
三、新疆参赛的运动员要加强训练，顽
强拼搏，力争取得好成绩，为新疆争光；
四、要总结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的经验做法，构建高效高水平的组委会
指挥系统；五、要利用新疆举办十三冬
这一重要窗口，宣传好新疆，讲好新疆
故事，打出一张闪亮的新疆名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于
2016年 1月 20日至 30日在乌鲁木齐市

和昌吉回族自治州举行。这是全国冬
运会第一次走出东北，走进新疆，也
是自治区成立 60周年来承办的第一个
全国大型综合运动会。届时，将有来
自疆内外 54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参加冰
上项目、雪上项目、冬季两项、冰
壶、冰球 5 个大项比赛，角逐 97 枚金
牌，预计代表团、嘉宾、媒体、志愿
者、工作人员等超过1万人，是全国冬
运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据悉，承担十三冬冰上项目比赛
任务的冰上运动中心，总投资 12 亿
元，其规划设计、建设质量、智能化
程度和竞赛技术条件均达到国际一流
水准，是世界最具特色的高水平训练
基地；承担十三冬雪上项目比赛任务
的天山天池和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
按照竞赛要求和规定时限改扩建工作
已顺利完成。目前，各比赛场馆已成
功举办了高山滑雪、冰球、短道速
滑、速度滑冰、冰壶、花样滑冰等项
目的冬运会测试赛和全国单项比赛，

完全符合全国冬运会竞赛要求。
2015年8月8日，十三冬圣火在乌

鲁木齐市南湖广场举行点火仪式，为
节俭办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火
炬传递采取“两头实、中间虚” 的传
递方式，火种采集和 2016 年 1 月 20 日
十三冬开幕式当天，进行火炬实体传
递，在这期间，在全国 31个省区市和
港澳地区同时进行网络传递。十三冬
圣火已走过了哈尔滨、北京、南京、
广州以及港澳地区的 33 个城市，580
多万人参与了网络传递，并且于 12月
9日又回到了新疆。目前，十三冬圣火
正在疆内进行传递，到开幕式前，圣
火将走遍喀什市、阿图什市等大疆南
北的15个城市。

各族人民喜迎盛会

新疆工程学院举办的“迎冬运 强
体魄 我参与 我快乐”大学生雪雕大
赛，栩栩如生的鸟巢、憨态可掬的龙

猫、戴着奥运五环帽子的娃娃等，一
幅幅冬运会为主题的作品，把冬日的
校园装扮得缤纷美丽，吸引了来往同
学的眼球。

奇台县各族群众自发地欢聚在奇
台县半截沟镇，以不同方式迎接冬运
会。擅长舞蹈的跳起了自编自导的

《红红的日子》、《花儿与少年》、《鸿
雁》 等，擅长歌唱的用动情的演唱表
达对新疆的美好祝福。呼图壁县民间
艺术团体举办文艺活动，来自乌鲁木
齐、昌吉、玛纳斯、呼图壁的5支麦西
热甫舞蹈队的 200多名演员欢聚一堂，
大家身着靓丽的民族服饰，表演了集
体舞《达坂城的姑娘》、独唱《请你尝
块哈密瓜》等，载歌载舞喜迎盛会。

在以“相约大美新疆共享精彩冬
运”为主题的文体活动中，博乐市旅
游局、文体局主办冰上趣味运动会正
在进行，使群众在运动中了解冬运
会，在健身中感受快乐。在疏勒县牙
甫泉镇欧吐拉通鲁克村村委会院里，
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场以“迎接
十三冬·全民大健身”为主题的农民趣
味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中。

阜康市的冬运气氛显得尤为浓
厚，大街小巷挂满了“乐在精彩冬运
美在山水阜康”等宣传横幅、广告牌
与标语，到处洋溢着一派迎冬运、盼
冬运的喜庆祥和氛围。

由自治区旅游局、乌鲁木齐市政
府主办的第十三届乌鲁木齐丝绸之路
冰雪风情节，将于 2016 年 1 月 10 日开
幕。活动期间将开展冰雪论坛、冰雪旅
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四大主题的 50
余项活动让市民参与，5 万张冰雪游体
验卡持续向市民免费发放，以冰雪运动
促进冰雪旅游，为冬运会添彩。

题图为:冬运会吉祥物雪莲娃娃。

周爱武在给孩子们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