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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在洞穴中咆哮，声音犹如魔鬼的怒
吼……这里是乌尔禾魔鬼城。

本报记者近日来到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
禾区采访时发现，这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乌尔禾区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和林草资源，还
有世界魔鬼城、白杨河大峡谷、艾里克湖、
天然沥青矿、油砂山、彩石滩、原始胡杨林
等神奇的自然景观。

乌尔禾区推进民族团结一家亲，通过开
发旅游资源和庭院经济，使当地人民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乌尔禾速度”带给村民惊喜

近日，记者来到乌尔禾区乌尔禾镇，这
里有一处叫做“八匹马市场”的一条仿江南
徽式建筑商街。走进商街，古色古香的江南风
情扑面而来：潺潺而流的溪水上，小桥横卧；溪
水两岸，两排整齐的徽式建筑相对而立。

这条商街从开建到投入运营，仅仅用了
76天。76天的“乌尔禾速度”和“乌尔禾效
率”，是乌尔禾全区党员干部转变作风、躬耕
为民的结果，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乌尔禾镇哈克村蒙古族村民白开家，与
“八匹马市场”仅一墙之隔，大门朝着市场方
向，这意味着，市场建成后，白开家的大门
就会被市场堵住。克拉玛依市委派驻到哈克
村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简称“访惠
聚”）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带着村“两委”

（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干部仔细与
白开协商，最终，白开决定将大门开在院子
右侧。

可右侧门口曾经是牛圈，里面堆满了杂
草和牛粪。而且，从新开的门出来后，是几
十米的土路。白开着急了，要收拾牛圈，还
要修门，还要处理门口的路，可他和老伴已
经定好了日期去外地看病。

“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向白开承诺，工作
队会帮他解决这些事情。于是，白开按计划
踏上了前往外地就医的路。

今年 5月 10日下午，从外地看病回家的
白开惊喜地看到：一条水泥路直通到他家大
门口，大门两边是生长茂盛的树木，门口的
牛粪和杂草已经清理一空，挨着市场的那面
被推倒的土围墙也重新砌起来了。

白开和老伴没顾得上休息，连夜煮了一
大锅肉，请大伙喝酒吃手抓肉，用最隆重的
方式感谢“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

被感动的还有隆元松。
隆元松是建设“八匹马市场”的成安公

司负责人。他说，克拉玛依的党员干部心里
想着给老百姓办事，天天盯着工程。

虽然工期紧、挣钱少，但隆元松还是干
得起劲，因为他被乌尔禾党员干部的服务精
神所折服。“不管什么时候，白天也好，晚上
也好，周末节假日也好，只要说工地上需要
配合，10分钟之内人就到位了。”

隆元松还将自己全部家当都投到了乌尔
禾。由于乌尔禾电价便宜，隆元松就在这里
投资建了建材厂，目前投建了两条生产线，
将来将增加到10条。隆元松还看中乌尔禾处
于北疆旅游黄金线路节点的优势，准备在乌
尔禾投资酒店和影棚。

赵战红也看中了乌尔禾，吸引他的是这
里的营商环境。

6月6日，商户赵战红带着展柜进入自家
店铺时，惊喜地发现：店铺里从地板砖到墙
面再到窗户都装饰一新，水电暖更是一应俱
全，还有定制的壁挂炉。

“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完全可以实现拎包
入住经营。”赵战红摆好展柜，又将制作好的

“金碧阁”招牌挂了起来，不到一天时间就完
成了开业准备，“几乎是零投资开店。”

让商户实现拎包经营的背后，有着乌尔
禾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有着乌尔禾镇党
委、“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不
懈努力。

小小农家院发挥大作用

记者来到乌尔禾区查干草村时，走进了
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农家乐庭院。这家农家院
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住宿条件达到了星
级标准。

长期以来，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
工，农户家庭院大多闲置。去年，在乌尔禾
区委的大力号召下，“农牧民出租土地，政府
牵头建设装修，交由企业负责运营”的特色
民宿业发展运作模式初见成效。

2019年初，在乌尔禾区委的统筹下，区
党员干部与“访惠聚”驻村干部们一道，帮
助村民共同发展庭院经济。“农专家”们在农
户家门口现场指导选种育苗、天气预警以及
病虫害防治等，重点扶持“小菜园”、“小果
园”、“小花园”。他们还制作了庭院经济一户
一册档案，详细记录各个庭院土地情况和种
植情况。

乌尔禾区还成立乌尔禾镇庭院经济领导
小组，由区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通过深入
农民家中走访，乌尔禾镇庭院经济领导小组
得知部分村民想要发展庭院经济，但遇到了
水源供给的问题。领导小组就积极想办法、
出对策，全镇干部花了近一周的时间清理渠
道、疏通管网，为不通水的村民铺设灌溉管
网，帮助村民解决灌溉用水问题，化解了村
民的实际困难。

就这样，农家庭院被充分利用起来，农
户宅在家里就能赚钱。

在惠民政策的帮助下，“草原情农家
乐”、“热孜万古丽庄园”、“通德庄园”等一
批批集美食、民宿、绿色采摘于一体的特色
民宿业发展红火。

为了让村民有更多的收入，“访惠聚”工
作队和村“两委”又和邻村哈克村合作，以
查干草村、哈克村两村集体资金入股，协助
乌尔禾镇成立克拉玛依市八匹马生态有限责
任公司，采取“公司+村集体+小农户”运营
模式，对本村村民闲散地进行整合利用，指
导农村种植黑花生、白兰瓜等特色作物。

如今，来查干草村已不再只是“赏花看
村”，而是一年四季皆能赏景：春天，在海棠
别院感受蓝白墙、黑黛瓦的古朴典雅；夏
天，在农家乐体验采摘，观看土尔扈特民俗
文化展演；秋天，邂逅千亩向阳花海的金色
浪漫；冬天，追寻历史悠久的渔猎文化。

夜游“魔鬼城”体验惊险刺激

乌尔禾魔鬼城很有特色。为了方便游客

晚上游玩魔鬼城，真正领略大风过境的“魔
鬼怪声”，乌尔禾魔鬼城正开发夜游徒步项
目。晚上，游客不但能“闻其声”，还能在灯
光秀中“观其形”。到了今年5月，游客还能
在步行游览道上观看魔鬼城的动态投影，还
可以坐上小飞机、滑翔机，低空领略魔鬼城
夜晚的奇异美景。

看完雅丹地貌，再看峡谷风光。白杨河
大峡谷位于魔鬼城以西，流水在山前台地上
豁开了长 24 千米、宽 400 米左右的大峡谷。
峡谷两侧河岸陡峭，高约20米—30米，峡谷
两岸的峭壁由浅褐红色泥岩和砂岩构成。去

年 10 月，3 条景观栈道完工，栈道为木质结
构，沿着峡谷坡道延伸至谷底，方便游客从
峡谷坝顶步入谷底的胡杨林。

大秦帝国影视城位于乌尔禾到白杨河
大峡谷的路段北侧。仿古实体建筑“邯郸
城 ” 城 墙 高 筑 ， 电 视 剧 《大 秦 帝 国 之 天
下》 摄制组曾在此拍摄。城内烽烟滚滚，
战旗飘飘，马车穿梭，恍如梦回大秦。游
客可以登上城墙，进行身临其境的互动体
验活动。短短几年内，乌尔禾迎来了 《大
秦帝国之天下》《七剑下天山》《莽荒纪》
等近 50 部影视作品摄制组，产生了独具特

色的影视文化。
乌尔禾区的恐龙文化苑、天然沥青矿、

油砂山、彩石滩、原始胡杨林等景点也被纳
入旅游发展版图，为了跟景区配套，乌尔禾
区兴建了自驾车营地、民宿竞技场、特色民
宿酒店等一系列新生旅游产业。

据了解，近年来，乌尔禾区以建设“生
态旅游新区”为目标，着力打造摄影书画小
镇、世界魔鬼城、金丝玉这 3 张名片。还通
过“文化+旅游+特色民宿”形式推进特色旅
游和乌尔禾摄影书画小镇发展，为当地村民
创收开辟了一种新模式。

习近平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
团结问题。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
结，我们越要加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
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
钢铁长城。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
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

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
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
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
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
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
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

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
习 中 加 深 了 解 、
增进感情。

——摘自 《坚
持依法治疆团结稳
疆长期建疆 团结
各族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新疆》（人民
日报2014年5月30
日1版）

收到求救信号，距离事发地 140 海里，
12级台风，西南方向10海里是“山竹”台风
中心强降水区域，9人被困。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搜救教员机长黄
智斌看了一眼时间，2018 年 9 月 16 日 10 时
18 分。警报拉响，直升机起飞。在广东汕
头 海 门 湾 地 带 ， 一 艘 塞 拉 利 昂 籍 货 船

“LINFUNE16”号发动机故障，货船已完全
失控。

狂风卷起飞沫，目视距离只有 3 公里。
黄智斌发现了搁浅岸边的货船，其下风方向
布满了高压线，无法靠近。倒飞，20秒内黄
智斌下了决断，转动机身，用前冲的动力对
抗风力，听从绞车手的口令，迎风逼近船
身，但阵风强劲，直升机悬停困难。他将飞
机冒险降落于正在下沉的货船后，被困人员
才顺利登机，5分钟后离船返航。

事情过去了近 1 年，他向笔者回忆起这
次救援仍心有余悸。“台风一来，别的航空都
是停飞，而我们是冲着台风口方向往前飞。”
在长达15年的飞行里，他参与的救助任务约
有205起，救助被困人员高达150余人。

2004年，这个来自福建漳州的小伙子从
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毕业，加入了交通运
输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负责从温州南面

到汕头海门湾的海域救助。值班室一旦收到
了求救信号，救援人员随即行动，规划航
线、整理装备、启动直升机等工作必须在45
分钟内完成。海上营救的风险难测，飞出40
海里后，直升机再也无法与基地取得联系，
只能靠机长的临场决断，一人的一举一动决
定着救援行动的成败。

千钧一发的时刻比比皆是。2017年2月6
日 15 时 13 分，“闽龙渔 66822”渔船船体进
水，11 名船员被困，事发海域风力达到 8
级，掀起5米高的巨浪。

黄智斌从驾驶舱往下看，船身已大半淹
没，身后拖着巨大渔网，被困船员抓住甲板
栏杆，一旦风浪将人卷进渔网，便再无生还
可能，而高空落下的救生员无法着落甲板，
只能腰系绳索，悬空下降至被困者身边实施
救援。为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绳索稳定，黄智
斌要始终控制机身平稳。11名船员被救上后

不到十分钟，整艘货船葬身大海。“从起飞到
落地，我的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哪怕在返航
途中也要预判耗油量、天气，只有下了飞机
关上舱门，才算真正松了一口。”

尽管已经飞行了4000多小时，黄智斌仍
不敢懈怠。特情处置 （直升机故障等情况处
置）、救援模拟训练成为了他日常必做的功
课。作为教员机长的他，在培养年轻机长上
极度严格。同事尹鹏翔说起一个细节：黄智
斌在停机坪上划出一条线，要求飞机落地时
前轮必须定在线上，丝毫不能有差池。“因为
飞行是一次性行为，错了就永远无法重来
了。”黄智斌对笔者说。

在他看来，海上救援机长是一份虽危险
但光荣的职业。“我们有个口号，把生的希望
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每一次起
飞，我知道救起来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命，而
是他背后一个家庭的幸福。”

但从业15年，对待自己的家庭，38岁的
黄智斌一直心存愧疚。一年来接送孩子上学
不超过两次；春节，一家人聚在高速公路服
务站吃团圆饭；孩子第一次看见爸爸开直升
机还是在电视上。

妻子知道他留下来一身的疾病：常年和
发动机打交道，听力逐年下降；夏天没空调
的驾驶舱温度高达40℃，加上直升机的高频
振动，肠胃大不如从前；背着十多斤的逃生
氧气瓶压得颈椎出了问题。但他不后悔，“我
是干一行爱一行。无论外部环境怎样，从未
想过放弃。”

黄智斌觉得自己见过最美好的风景是：
当直升机穿过阴沉的云层，前方湛蓝的天空
清晰可见，队友和救上来的渔民平安地坐在
机舱内，飞机时速 260 公里，正平稳地开回
基地，将大自然的惊涛骇浪和狂风骤雨一点
点地全部抛在了身后。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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