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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尚才

沿着曲折的帕里河逆流而上，穿过
河谷、险滩、悬崖后，站在雪山顶上极目
远眺，一个形似“堡垒”的村落出现在眼
前，这便是巴卡村卡热人家。

卡热组，一个距离北京 5000 余公里
的偏远村落，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
楚鲁松杰乡。这里雪峰矗立，山高谷深，
与印控克什米尔仅有半山一河之隔。

卡热，藏语意为“堡垒堤坝”。据传，
卡热的先民曾住在河边悬崖上的洞穴
里。堡里仅有一扇门进出，一条路通达。
村里老人索朗多杰说，凿穴群居是为了
防御强盗。

旧西藏，楚鲁松杰十分封闭，盗匪猖
獗。西藏和平解放为边陲居民送来了新
生，翻身当家的卡热群众，赶走盗匪、发
展生产、放牧巡边，并成为“神圣国土的
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古堡”换新颜

海拔 4000 米的卡热生产组，原本叫
卡热村，是原曲松区的一个边境行政村。
2012 年，西藏自治区决定设立楚鲁松杰
乡，卡热随之成为一个新的边境生产组。

74岁的索朗多杰和 69岁的老伴旦
增措姆，一直住在村里。

今年开春，老两口从阿孜冬季牧场
迁回边境小康村的新房里。平房内，卧
室、客厅、厨房、储物间、厕所、大院等划
分合理，宽敞的院落里能种菜养花。

“现在社会安稳，没有强盗，住上了
这么好的房子。”索朗多杰老人喝着可乐
说，“这样的生活，一辈子想都没想到。”

以前，卡热村属于西藏托林寺的
势力范围，村民除了给寺院纳税、支差
役外，还要提防强盗的劫掠。

沿着曲折的河床，索朗多杰带记者
来到了祖辈居住过的“堡”下。只见悬崖
上洞穴密布，在经年的风吹日晒和雨水
冲刷下，多处已坍塌，状若峭壁。

曾攀岩到洞穴里的乡干部格桑多
吉给记者描述说，洞里没有窗户，一片
漆黑，里面有石灶和已熏得发黑的石
凳，犹如古人留下的遗址。
国家对边境地区的关心关怀和长

效治理，为卡热村送来了曙光，解放军
赶跑了土匪。卡热人走出“古堡”，在对
岸的山腰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代
房。低矮、狭小，如今已是断壁残垣。

2005 年，国家补助 6000 多元，索
朗多杰领着子女在老房前建起了土木
结构的第二代房。房屋分为两层，每层
约 30 平方米。虽然墙壁和地面是夯土
而成，屋顶的椽子也很稀疏，但家人十
分满足。

“我们再也不用住在窑洞里了。”
索朗多杰的妻子旦增措姆拉着丈夫的
袖子说。
过了七年，国家在西藏实施农牧民

安居工程，卡热人家又动起了盖新房的
念头。于是，一座座砖石房在山腰上建
了起来，客厅和卧室是藏族风格的图
案，还吊了顶。如今，这里圈养牲畜。

2018 年，巴卡村边境小康示范村
项目正式启动。按照人均 30 平方米的
标准，卡热群众每家都分到了一套独
家院落。帕里河在村庄脚下欢腾，古
堡、老房、新房赫然相对，三面环山的
小康新村犹如掌心之宝，在夕阳和雪
山的掩映下熠熠生辉。

“衣食”两重天

女主人一声“开饭了”将记者的思

绪拉回到了眼前。村支部书记次白益
西家的餐桌上摆了一菜一汤：青椒土
豆炒牛肉和白菜汤。另外，还有风干牛
肉和酸萝卜炒牛杂，用来下酒。

谈笑间，记者在次白益西家里吃
了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眼下这么一顿
家家都能吃得上的平常饭菜，在旧西
藏，应是领主才能享用到的盛宴。

“那时，地里产的青稞不多，牛
羊也少。”在老人索朗多杰记忆里，
家人从来就没有吃过饱饭。每年不
到藏历六月，青稞就吃完了，只能以
土豆、野菜充饥。

吃穿的变化，让索朗多杰感慨万
千。他盯着记者说，我小时候，整个冬天
一家人才有一只羊吃，根本没见过米
面。现在我们米面不愁，牛羊肉充足，出
山一趟，还能买到新鲜的菜蔬水果。

至于穿着，过去大多是手工纺织
氆氇制成衣和牛皮缝制的靴子。由于
草场有限，牲畜不多，即便是氆氇衣和
皮靴，也不是人人都有得穿。在老人的
回忆里，很多人是赤脚赤膊的。

由于这里长期与世隔绝，鲜有外
人进入，当 1959 年的西藏民主改革如
浩荡东风吹过万里高原的时候，这里
成为全西藏仅有的几个没有进行民主
改革的地方。

改变，从 1962 年开始，在党的领导下，
这一年楚鲁松杰的人们不再向领主和寺院
交税。深山里的群众，第一次吃饱了肚子。

虽然吃饱了饭，但新生活还远没有到
来。21世纪初，一条仅容一辆车行驶的简
易公路，穿越雪山修到了楚鲁松杰。道路的
通畅，将深山和外界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家里给我买了件蓝布料的新衣，感觉
特别时髦。”当时只有 22岁的次白益西，对
此记忆犹新，“第一次看到了新鲜蔬菜，吃
到了青椒和西红柿。”

道路的瓶颈被打破，人们的生活也随
之改观。

每年封山前，29岁的仁青欧珠都会开
着自家的皮卡车，前往狮泉河镇购买过冬
的生活物资。15 袋米面、400 斤牛肉、20
袋焦炭和 4箱白菜青椒，能保证一家人过
冬无忧。同时，他还为妻子央宗卓玛特地选
购了新款牛仔裤和运动鞋。

“现在，手头有钱，想穿什么，想吃什么
都能买到。”仁青欧珠说，“这些都是国家好
政策带给我们的。”

“行路”在脚下

3月 28 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
日。卡热组的群众一大早就乘车来到巴角
组，两组欢聚，隆重庆祝翻身解放 60周年。

一辆辆越野车和皮卡车载着卡热组
男女老幼，翻山越岭，一路欢笑，像是过藏
历新年般热闹。

“泥腿子还能坐上小汽车！”在索朗
多杰眼里，过去那种“出行基本靠走”，连
骑马都是做梦的事，如今却变成了小汽
车代步。他感叹道：“世事真的变了！”

变化的不仅是出行方式，还有路。
如今，从曲松乡到支普其的柏油公

路正在铺就，乡里通往卡热、松杰、楚鲁、
巴角组的通村公路已四通八达。卡热群
众再也不用走路、骑马或乘牛皮筏出行。

66岁的谢朗多杰出生在西藏民主
改革前，在他小时候，整个深山里是没有
公路的，村前的帕里河水流湍急，需要乘
牛皮筏才能渡河。过了河就只能走路，稍
富裕的人家，才有马可骑。

“旧社会，我的父辈们是无路可走
的。那时，脚上穿的皮靴不多，赤脚走上
一天去放牧是常有的事。”谢朗多杰说。

谢朗多杰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初，
人们给县里领导提的三个愿望是：修路、
驻军、建学校。

30头牦牛、15 匹马驮来建筑材料，
在松杰河和帕里河交汇的贡弛组建起学
校，这是 1985 年发生在楚鲁松杰的故
事。老人回忆说，第一年就招收了 48 名
学生，当时年龄较大的学生已十几岁了。

免学费、能读书，一条现代教育之
“路”正在深山里铺就。

今年 39岁的强巴卓玛，12岁时才进
入小学读书。“那时，教室是土木房，学校
也不大。”她在校学习了汉语和数学，成为
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如今，强巴卓玛在
乡里开了商店和茶馆，能算账、会经营。

知识改变的不仅是命运，还有思维
模式。每年夏秋季节，乡里筑路、建房工
地开工，仁青欧珠都会去工地打工。不仅
如此，他还学会了电焊、盖房技术，希望
能靠技术致富。

次白益西和 4家邻居合资在狮泉河
镇买了一个平房，他告诉记者，寒假里孩
子们可以住自家房，剩余房屋可以出租，
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

春到深山，卡热组背后的大山，依然
是白雪与巨石相间的颜色，村前的农田
里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白杨抽绿。远
远望去，“古堡”宛如嵌在雪山脚下的一
幅油画，层次丰富。

“旧社会，我的父辈们无路可走；新
时代，共产党带我们走向了幸福路。”索
朗多杰说，“只要跟党走，就一定能过上
更加幸福的生活。”

图片：远眺楚鲁松杰乡巴卡村卡热
组（2018 年 12 月 22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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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里里河河畔畔访访““古古堡堡””

（上接 1 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随着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近年来新疆多措并举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在策勒、且末、鄯善、阿克苏等地，
各族群众用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一
个个人进沙退、沙海变绿洲的奇迹。

在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从 2017
年 8月起，新疆油田公司准东采油厂全
面关停拆除保护区内所有油井及附属设
施，进行油田生产退出整改工作。如今，
被拆除油井的底座被改造成水槽，成了
野生动物的饮水处。

凝心聚力奔小康

民族团结心连心

正值盛夏，对于和田市阿克恰勒乡
61 岁的农民图尔荪托乎提·居麦来说，
喝一杯凉白开最解暑。当地处于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老百姓世代喝涝坝水、苦
咸水，2017 年全乡终于通上了水质清洁
的自来水。

2012年至 2018年底，新疆通过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了
300多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饮水安全不过是新疆各族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红利”的举措之一。党的十八
大以来，新疆坚持每年将财政支出 70%
以上用于保障改善民生，持续推进以就
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为重点的惠
民工程，全民一年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农
村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农村安居和游牧
民定居工程、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建立
大病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应保尽保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让各
族群众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援疆
省市、企业行业、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
力，聚力精准脱贫，在新疆持续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

2017 年，天津援疆干部在和田地区
策勒县探索易地搬迁“产城融合”模式，
让从昆仑山搬下来的贫困群众“留得下、
稳得住、能致富”。如今，在策勒县策勒镇
的国道旁，占地 6000 多亩的津南新村，
393 套新建的安居房以及蔬菜大棚整齐
排列，新建路网把津南新村、县城和工业
园连成一片。

“要想脱贫快，全靠产业带；要想稳
脱贫，产业要先行”。拥有 58万亩核桃林
的喀什地区叶城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
县，2017 年以来引进 7家核桃深加工企
业。截至去年底，叶城县核桃产业总产值
已超 20 亿元，全县 55万人口中有 33万

围绕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实现
就业增收。

2014 年到 2018 年，新疆已累计
实现 231 . 47 万人完全脱贫，农村贫
困发生率由 19 . 4%降到 6 .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持续开展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每
年选派 7万余名干部组成 1万余个工
作队下沉基层，深入乡村社区、深入各
族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在新疆博乐市小营盘镇乌图布拉
格村，村第一书记刘群生被当地群众
亲切地称为“背包书记”。自 2018 年初
从博乐市交警大队下派驻村一年多
来，他背着“民情书包”访遍了全村
299 户各族群众的家。积极帮助村民
争取养殖贷款，给牛羊买保险请兽医，
数九寒天连夜帮村民换修自来水管，
还协调公交部门，把小营盘镇的公交
车线路延伸到村里，孩子们上学放学
再也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一带一路”核心区

东西联通“大舞台”

截至今年 6月 21 日，经新疆阿拉
山口口岸开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
达 61 条，累计开行 1万余列，占全国
开行国际班列总量的近七成。这个在
上世纪 90 年代初还是“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的不毛之地，西北边防的
前沿阵地，如今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要枢纽。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凭借地处中亚内陆的
区位优势和自身不断完善发达、连接
亚欧的立体交通体系，新疆积极打造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沿线国
家与中国展开经贸、文化、能源、物流
等多方面深入交流交往的重要舞台。

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张春林介绍，2018 年新疆外贸
进出口总额达 200 亿美元，是 1950 年
的 1481 倍。2014 年以来，新疆累计开
行西行班列 2 4 5 1 列，年均增长
100%，通达中亚和欧洲 19个国家 26

个城市。今后，新疆还将推进乌鲁木齐
陆路港、喀什开发区、霍尔果斯开发区
建设，进一步加快口岸边境带发展，全
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截至 2018 年，作为中国与亚欧国
家经贸往来重要平台的中国-亚欧博
览会已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了六届。
去年的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
了来自 35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国内
外 704家企业参展参会，世界 500 强、
中国 500 强和行业领军企业达 60 多
家，签约项目总金额超 2700 亿元，创
历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之最。

近年来，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
节、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
周”和“出版博览会”等已成为具有一
定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2009
年以来，新疆还举办了七届“中国·新
疆国际青少年艺术节”，邀请中亚四国
及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
泰国、韩国等 12个国家及国内共 119
个文艺团体的 2300 多名青少年来新
疆演出交流。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和叶尔克，
今年已在新疆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学习了 6 年。他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
汉语，还顺利通过了被留学生称为“必
挂科目”的中医医古文专业考试。作为
新疆医学领域的最高学府，新疆医科
大学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已培养了
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等 34个
国家的 1400 多名留学生。

去著名“网红打卡地”和田夜市
吃特色烧烤；到帕米尔高原与“冰山
之父”慕士塔格峰亲密接触；在哈密
大海道的神秘雅丹地貌看日落……
随着新疆社会形势的日益安定祥和，
新疆旅游业也迎来中外游客数量“井
喷”式增长。2018 年新疆全年旅游人
数突破 1 . 5 亿人次，增长率超 40%，
今年上半年已接待游客近 7600万人
次。

如今的新疆，大地焕新、山河锦
绣，各族人民在党的治疆方略引领下，
团结一心、朝气蓬勃，朝着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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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边 固 疆
（上接 1 版）目前，兵团经济总量占

自治区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有国家级、
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30 家。
2018 年，兵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2017 年增长 6 . 2%，与全国持平。

综合实力不断壮大的背后，有催人
奋进的精神力量支撑。走在绿树掩映、楼
房林立的阿拉尔市街头，王震大道、三五
九大道、南泥湾大道、军垦大道、胜利大
道……一个个充满红色记忆的路名显示
出，几代兵团人走过的不朽征程和传承。

第一师阿拉尔市委党校副校长任新
农表示，正是通过不断继承和弘扬优良
传统，兵团人形成以“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内涵的兵团
精神，筑起“心的长城”，成为维护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精神支柱。

沙漠戈壁涌现“绿色长城”

眼下，驱车行驶在塔里木盆地，即使
离塔克拉玛干沙漠近在咫尺，眼里也会
盛满绿色——— 棉桃即将盛开的棉田，结
出累累苹果、核桃、梨、枣的果林，地面上
延伸出一大片藤蔓的瓜地。站在沙漠最
前沿的，是一排排纵横交错的生态林。

新疆兵团第二师 37团，四周被塔克
拉玛干沙漠环绕，全年风沙天达 190 天
左右。近几年实施防风治沙工程以来，这
个沙海中的“小绿点”不断扩大，绿地面
积向沙漠地带延伸了 25公里，森林覆盖
率比 2013 年增长 3 倍多，风沙浮尘天气
下降六成。翠绿的梭梭、茂密的胡杨林构
筑成一道道防风固沙墙，宛如绿色长城，
抵挡风沙侵袭。

长期以来，新疆兵团当好生态卫士，
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建成全国最大的
节水灌溉基地、全国重要的商品棉生产
基地、全国重要的红枣产区。特别是近年
来实施“西部大开发生态先行”发展战
略，在风沙危害严重地区启动“西部边境
造林工程”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尤其在
南疆垦区围绕沙漠边沿和边境一线，不
断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天然林保护、
防风治沙、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工作。

28岁的王廷辉顶着炎炎烈日，蹲在
沙地上查看被当作宝贝似的四翅滨藜苗
木。“现在干热风太强了，所以要给小苗子
罩上塑料桶，但又要保证光照和空气流
动，所以桶要去掉底。”他告诉记者，2年前
来到第一师阿拉尔市 11团，经历了 21次
失败，终于在当地试种成功四翅滨藜。
他说，这种灌木防风固沙效果好，同

时又可作为畜牧养殖的饲料。正是看好
四翅滨藜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由他牵头

成立的阿拉尔市力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目前已吸引 20 多名种植户，今年种
植面积将达到 2 . 1万亩。

第一师阿拉尔市 11团政委李立新
介绍，通过 60 多年“造绿”接力，在被称
为“沙漠之门”的 11团，生态林种植面积
累计达 21 . 95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团
初期的 5%增加到 33%。这几年，植树造
林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柽柳、甘
草、黑枸杞、四翅滨藜等生态经济兼顾的
特色经济林得到广泛种植，既抵御了风
沙对作物和居民区的侵袭，也为职工群
众致富带来可观效益。

生态改善扮靓美丽家园，新疆兵团
城镇化建设不断提速。党的十八大以来，
兵团管理的城镇由 5 座城市、1个建制
镇增加到 9 座城市、11 个建制镇，170
多个团场小城镇在天山南北快速发展。

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2018 年，新
疆兵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842
元，同比增长 3 . 9%；连队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9445元，同比增长 6 . 7%。

众志成城再上征程

近年来，新疆兵团持续实施向南发
展、脱贫攻坚战略，加快推进以新型工业
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不断壮大南疆师
市综合实力。

新疆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2018
年贫困户 1973 户、贫困人口 8600 人，占
兵团贫困人口的七成。其中，51团是国
家深度贫困团场，也是南疆师团中人口
最多的团场，少数民族人口占 94%。

走进 51团 4 连贫困户依马木·哈力
克的家，记者看到，他正忙得热火朝天。
在庭院上盖起的冷棚里，他把长好的豇
豆采摘下来，准备拿到巴扎(集市)上去
卖。院落另一头，1500只土鸡苗、24 只
羊，“唧唧”“咩咩”等着喂食。

过去，这个 5 口之家只有十几亩地，
因妻子患病，靠依马木·哈力克种棉花、
打零工，全年收入不到 5000元。

“感谢党派来的卡德尔(干部)，我们
家日子越过越好，别的不说，现在家里有
了万把块钱的储蓄，这个以前做梦也想

不到。”他给记者一一细数帮助他家脱贫
致富的人：结亲户、兵团科技局党组成员
徐斌，2016 年自费购买了 4只母羊送给
他，鼓励他寻找挣钱门路；兵团科技局驻
51 团 4 连“访惠聚”工作队，支持 20 户
贫困户搞科学养殖土鸡，免费赠送鸡苗、
饲料和饲喂器，他是其中一员。

2018年秋，“访惠聚”工作队和连队党
支部又争取资金 5万元，帮他建起 1座占
地 1 亩的冷棚，发展瓜菜种植。今年 3月
种植、5月收获的西瓜，带来纯收入 3000
元；5月又种了豇豆，预计今年销售收入
能达 7000元。自己日子好过了，他给愿意
搞养殖的其他贫困户传授技术、提供帮
扶，带动不少人和他一起勤劳致富。

4 连连长阿不来提·阿衣甫说，以前
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现在愿意想
出路、主动增收的人越来越多。全连 75
户贫困户，去年脱贫 33 户，剩余的 42 户
今年将全部脱贫。

在新疆兵团“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
点、三产大发展”的大力推动下，南疆师
团加快发展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家
电装配制造等传统产业，培育新能源、新
材料等新兴产业。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
力在产业集聚中实现就业、增收。

在南疆师团处于“手掌心”位置的第
三师图木舒克市，发展红利不断释放。去
年底，唐王城机场实现通航，机场核心功
能区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与公路、铁
路交通形成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

据图木舒克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鲜
其林介绍，电子、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
生物科技、新能源等一批产业项目纷纷
入驻，截至 7 月，园区新增注册企业 24
家，同比增加 84%；总投资约 86 亿元，项
目全部落地将提供就业岗位 9000 多个。

近年来，新疆兵团推进深化改革，不
断释放兵团体制特殊优势和发展活力，
在新疆兵团的机关和基层团场、连队，投
身兵团维稳戍边事业的新生力量不断补
充进来，从博士、西部计划志愿者，到内地
引进的干部、专业人才和劳动力，他们正
与各族职工群众一起，用实际行动汇聚起
发挥安边固疆“稳定器”作用的强大力量，
在兵团事业奋进的征程上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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