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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尚尚升升、、胡胡虎虎虎虎、、张张瑜瑜

　　　　中中国国西西陲陲，，天天山山山山脉脉和和阿阿尔尔泰泰山山山山脉脉之之间间，，
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呈呈东东西西走走向向，，横横卧卧于于新新疆疆塔塔城城地地区区
裕裕民民县县、、托托里里县县。。
　　　　““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如如其其名名，，““美美丽丽、、富富饶饶、、无无所所不不
有有””。。山山脉脉北北坡坡起起伏伏明明显显，，降降水水相相对对丰丰富富，，草草原原植植
被被生生长长茂茂盛盛，，是是优优良良的的夏夏牧牧场场；；山山之之南南，，冬冬季季风风雪雪
较较小小、、阳阳光光充充足足，，是是塔塔额额盆盆地地最最重重要要的的冬冬牧牧场场。。
　　　　几几个个世世纪纪以以来来，，游游牧牧一一直直是是新新疆疆哈哈萨萨克克族族
牧牧民民的的传传统统生生活活方方式式。。每每年年 1100 月月，，塔塔城城地地区区的的
牧牧民民会会赶赶着着牲牲畜畜来来到到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南南坡坡，，挨挨过过一一
年年中中最最冷冷的的时时候候，，一一直直到到来来年年 33 月月底底才才转转场场到到
春春牧牧场场。。
　　　　过过去去的的冬冬天天，，大大雪雪封封路路，，外外面面的的人人进进不不来来，，里里
面面的的人人出出不不去去，，这这个个冬冬牧牧场场犹犹如如一一座座““孤孤岛岛””，，几几
乎乎与与世世隔隔绝绝。。牧牧民民不不得得不不备备足足半半年年的的生生活活物物资资，，
比比如如耐耐存存放放的的土土豆豆、、洋洋葱葱、、塔塔巴巴馕馕和和风风干干牛牛肉肉等等。。
　　　　近近年年来来，，这这片片冬冬牧牧场场的的牧牧民民们们家家家家户户户户购购
置置了了摩摩托托车车、、小小轿轿车车，，看看上上了了卫卫星星电电视视，，用用上上了了
智智能能手手机机。。昔昔日日的的煤煤油油灯灯或或蜡蜡烛烛也也已已被被太太阳阳能能
发发电电装装置置取取代代。。他他们们日日益益便便捷捷舒舒适适的的生生产产生生活活
条条件件，，成成为为中中国国式式现现代代化化进进程程在在新新疆疆牧牧区区持持续续
推推进进的的生生动动写写照照。。

冬冬窝窝子子里里的的““新新生生活活””

　　　　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冬冬牧牧场场距距离离裕裕民民县县城城 113300 多多
公公里里。。眼眼下下，，336600 户户 887722 名名牧牧民民和和 1100..9955 万万头头

（（只只））牲牲畜畜正正在在这这里里越越冬冬迎迎春春。。
　　　　当当第第一一缕缕阳阳光光爬爬过过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的的雪雪峰峰，，牧牧
民民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托托开开西西赶赶着着他他的的 223300 只只羊羊去去草草
场场，，然然后后回回到到自自家家““冬冬窝窝子子””（（牧牧民民对对冬冬牧牧场场的的俗俗
称称）），，在在暖暖炉炉旁旁喝喝奶奶茶茶、、玩玩手手机机。。新新疆疆现现代代牧牧民民在在

““冬冬窝窝子子””的的一一天天就就这这样样开开始始了了。。
　　　　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的的““冬冬窝窝子子””位位于于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的的
一一处处山山坳坳。。
　　　　一一山山连连着着一一山山，，群群山山环环抱抱相相交交处处，，向向阳阳、、无无
风风、、薄薄雪雪，，这这是是牧牧民民选选地地修修建建““冬冬窝窝子子””的的秘秘诀诀。。
但但若若非非熟熟悉悉牧牧民民居居所所的的乡乡镇镇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带带领领，，记记
者者是是绝绝无无可可能能找找到到一一户户牧牧羊羊人人家家的的。。
　　　　两两座座小小山山之之间间，，整整齐齐地地罗罗列列着着房房屋屋、、羊羊圈圈。。
山山之之高高足足以以抵抵御御狂狂风风暴暴雪雪，，却却又又巧巧妙妙地地留留有有向向
阳阳的的豁豁口口和和通通向向外外界界的的两两条条通通道道。。岩岩石石上上有有着着
彩彩色色斑斑纹纹，，记记者者来来访访时时，，春春雪雪初初霁霁，，阳阳光光洒洒在在薄薄
薄薄的的雪雪面面上上，，泛泛着着光光斑斑。。
　　　　““多多年年前前，，我我父父亲亲就就在在这这片片冬冬牧牧场场放放牧牧牛牛
羊羊，，3300 年年前前他他用用木木头头和和石石块块搭搭建建了了第第一一代代房房
子子，，虽虽然然看看起起来来不不漂漂亮亮，，起起码码能能遮遮风风挡挡雪雪。。””赛赛力力
克克别别克克说说。。
　　　　随随着着年年岁岁渐渐老老，，父父亲亲不不宜宜再再过过顶顶风风冒冒雪雪的的
游游牧牧生生活活，，便便在在 1100 年年前前把把牧牧鞭鞭传传给给赛赛力力克克别别
克克，，由由他他照照看看家家里里的的 223300 多多只只羊羊、、1155 头头牛牛和和 99
匹匹马马。。也也是是在在那那个个时时候候，，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亲亲手手建建了了第第
二二代代房房，，原原料料同同样样是是木木头头和和石石头头，，只只是是较较““一一代代
房房””大大一一些些。。
　　　　““去去年年，，政政府府补补助助一一万万元元帮帮我我盖盖起起第第三三代代
房房。。””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的的新新房房采采用用砖砖混混结结构构，，不不但但结结
实实，，还还宽宽敞敞亮亮堂堂，，抗抗震震性性和和保保暖暖性性也也大大大大提提高高。。
　　　　如如今今，，老老房房子子已已挪挪作作他他用用，，一一代代房房成成了了牛牛羊羊
圈圈，，二二代代房房作作为为存存放放杂杂物物的的库库房房。。新新房房、、老老房房““三三
代代同同堂堂””，，共共同同见见证证了了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家家生生活活条条件件的的
变变迁迁。。
　　　　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说说，，冬冬牧牧场场地地处处山山区区，，以以前前通通讯讯
信信号号不不畅畅、、联联络络不不便便，，自自己己除除了了放放牧牧，，没没有有其其他他
娱娱乐乐活活动动。。更更要要命命的的是是，，一一旦旦有有紧紧急急情情况况，，很很难难
及及时时联联系系到到外外面面，，有有时时会会因因暴暴风风雪雪丢丢失失牛牛羊羊，，甚甚
至至牧牧民民走走失失的的惨惨剧剧也也发发生生过过。。
　　　　如如今今，，政政府府在在这这里里建建了了电电信信基基站站，，实实现现手手机机
网网络络信信号号全全覆覆盖盖。。““再再也也不不用用满满山山遍遍野野找找信信号号
了了，，坐坐在在家家里里就就能能接接打打电电话话。。闲闲暇暇之之时时还还可可以以用用
手手机机刷刷抖抖音音，，煲煲电电话话粥粥。。””他他说说。。
　　　　““最最好好的的是是，，现现在在打打开开手手机机就就能能知知道道明明天天天天
气气情情况况。。””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说说，，当当地地气气象象部部门门工工作作人人
员员在在牧牧民民微微信信群群里里发发布布天天气气预预报报，，以以便便牧牧民民及及
时时应应对对极极端端天天气气，，最最大大限限度度降降低低损损失失。。
　　　　““除除了了手手机机信信号号，，柏柏油油路路也也修修到到了了我我家家门门
口口。。””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说说，，过过去去，，地地处处深深山山的的冬冬牧牧场场全全
是是砂砂石石路路，，加加上上牧牧民民居居住住分分散散，，相相邻邻的的两两户户少少则则
相相隔隔几几公公里里，，多多则则几几十十公公里里，，““串串个个门门””往往往往要要骑骑
马马几几个个小小时时。。
　　　　这这几几年年，，当当地地政政府府拨拨专专款款修修建建了了牧牧场场通通往往
外外界界的的公公路路，，牧牧民民有有了了““私私人人订订制制””的的入入户户公公路路。。
多多数数家家庭庭购购置置了了私私家家车车，，““顺顺风风车车””也也越越来来越越常常
见见。。以以往往在在裕裕民民县县城城和和冬冬牧牧场场之之间间往往返返需需要要四四
五五天天，，而而现现在在仅仅需需两两个个小小时时，，孩孩子子寒寒暑暑假假与与父父母母
相相聚聚、、牧牧民民进进城城采采购购生生活活用用品品更更便便捷捷了了。。
　　　　得得益益于于交交通通条条件件的的改改善善，，转转场场也也逐逐渐渐机机械械
化化。。““以以前前赶赶着着牛牛羊羊转转场场，，要要花花好好几几天天时时间间，，现现在在
牛牛羊羊搭搭车车转转场场，，一一天天就就到到了了。。””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说说，，机机
械械化化转转场场不不但但节节省省时时间间，，而而且且减减少少了了牲牲畜畜在在转转
场场途途中中的的损损失失。。
　　　　新新疆疆塔塔城城地地区区畜畜牧牧兽兽医医局局数数据据显显示示，，截截至至
22002222 年年底底，，当当地地牧牧区区机机械械化化转转场场比比例例已已经经提提高高
到到 3300%% 以以上上。。

冬冬牧牧场场上上的的““守守望望者者””

　　　　如如今今，，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有有个个头头疼疼脑脑热热，，驾驾车车几几分分
钟钟就就能能到到六六七七公公里里外外的的冬冬牧牧场场医医疗疗点点看看病病。。在在

那那里里，，有有一一位位深深山山牧牧民民深深深深依依赖赖的的健健康康守守护护
神神————叶叶尔尔江江··库库坎坎。。
　　　　今今年年 5533 岁岁的的叶叶尔尔江江 22000044 年年从从新新疆疆塔塔城城
地地区区裕裕民民县县牧牧业业医医院院““外外派派””到到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冬冬牧牧
场场医医疗疗点点，，每每年年有有长长达达 66 个个月月时时间间在在这这里里值值
守守。。近近 2200 年年间间，，他他亲亲眼眼见见证证了了这这里里医医疗疗卫卫生生条条
件件的的巨巨大大变变化化。。
　　　　作作为为新新疆疆一一处处典典型型冬冬季季牧牧场场，，山山高高谷谷深深、、
路路途途险险峻峻曾曾经经是是牧牧民民求求医医问问药药的的天天然然阻阻碍碍。。
上上世世纪纪 7700 年年代代，，这这里里建建立立医医疗疗点点，，但但囿囿于于落落
后后的的交交通通条条件件，，一一段段时时间间内内，，这这里里依依然然缺缺医医
少少药药。。
　　　　““多多年年前前，，牧牧民民生生病病了了靠靠等等、、靠靠熬熬，，熬熬不不住住了了
才才出出山山就就医医。。””叶叶尔尔江江回回忆忆道道，，那那时时候候，，医医生生不不得得
不不徒徒步步或或骑骑马马才才能能赶赶到到牧牧民民家家中中送送医医诊诊治治。。而而
交交通通、、通通讯讯不不便便，，患患者者错错过过最最佳佳救救治治时时间间的的情情况况
屡屡屡屡发发生生。。

　　　　““值值得得欣欣慰慰的的是是，，近近年年来来通通信信便便捷捷、、交交通通
顺顺畅畅打打通通了了牧牧民民的的生生命命线线。。””这这个个冬冬天天，，叶叶尔尔
江江驾驾车车将将一一位位因因烧烧羊羊粪粪取取暖暖而而差差点点死死于于一一氧氧
化化碳碳中中毒毒的的牧牧民民及及时时送送到到县县医医院院救救治治，，挽挽回回
了了一一条条生生命命。。
　　　　叶叶尔尔江江介介绍绍，，这这几几年年，，政政府府加加大大医医疗疗点点基基
础础设设施施投投入入，，冬冬牧牧场场与与外外界界的的医医疗疗条条件件差差距距
正正在在逐逐渐渐缩缩小小。。如如今今，，医医疗疗点点常常规规药药品品充充足足，，
牧牧民民们们的的慢慢性性病病，，上上呼呼吸吸道道、、泌泌尿尿系系统统等等常常见见
病病都都可可以以实实现现就就地地治治疗疗。。
　　　　““吃吃了了药药没没？？药药断断了了没没？？有有没没有有其其他他并并发发
症症？？””叶叶尔尔江江还还与与当当地地牧牧业业医医院院的的医医生生、、疾疾控控专专
家家一一起起，，常常年年开开展展巡巡诊诊活活动动，，这这是是他他们们对对常常年年
高高血血压压、、糖糖尿尿病病患患者者进进行行随随访访时时最最常常问问的的话话。。
　　　　陪陪牧牧民民在在冬冬牧牧场场度度过过冬冬天天之之后后，，叶叶尔尔江江
66 月月份份还还要要到到夏夏牧牧场场工工作作，，在在那那里里他他将将继继续续
守守护护牧牧民民 33 个个月月时时间间。。

　　　　在在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冬冬牧牧场场，，不不仅仅有有叶叶尔尔江江这这
样样的的牧牧民民健健康康守守护护者者，，这这些些年年还还涌涌现现了了越越来来
越越多多的的““守守望望者者””。。
　　　　 22002222 年年，，这这里里新新建建了了一一座座““幸幸福福驿驿站站””，，
驿驿站站里里面面配配备备有有餐餐厅厅、、浴浴室室、、休休息息室室、、电电采采暖暖
等等多多种种服服务务设设施施。。转转场场途途中中，，饱饱经经风风霜霜的的牧牧民民
可可以以在在这这里里歇歇歇歇脚脚，，免免费费享享受受桑桑拿拿洗洗浴浴等等各各
种种服服务务，，牧牧民民的的生生活活幸幸福福指指数数不不断断提提高高。。
　　　　““牧牧民民已已经经喜喜欢欢上上这这种种健健康康卫卫生生的的生生活活
方方式式。。””叶叶尔尔江江的的医医疗疗室室就就在在驿驿站站旁旁，，这这几几天天，，
他他总总能能看看到到牧牧民民三三三三两两两两来来到到这这里里洗洗澡澡。。
　　　　依依托托““幸幸福福驿驿站站””，，当当地地政政府府不不定定期期派派遣遣
专专业业培培训训队队伍伍来来此此给给牧牧民民免免费费讲讲课课。。教教授授内内
容容涵涵盖盖政政策策法法规规、、生生态态保保护护、、动动物物疫疫病病防防治治
等等。。当当地地政政府府还还加加大大牧牧民民技技能能培培训训力力度度，，牧牧民民
除除了了传传统统放放牧牧外外，，还还有有了了其其他他增增收收渠渠道道。。
　　　　记记者者蹲蹲点点采采访访期期间间，，碰碰到到裕裕民民县县技技工工学学

校校的的老老师师们们在在冬冬牧牧场场上上巡巡回回讲讲课课。。66 天天 55 夜夜，，
总总行行程程超超过过 11550000 公公里里，，覆覆盖盖牧牧民民 550000 多多人人。。
　　　　““牧牧民民的的板板炕炕，，就就是是我我们们的的教教室室，，用用大大家家
听听得得懂懂的的语语言言，，讲讲解解国国家家政政策策。。””县县技技工工学学校校
常常务务副副校校长长高高玉玉鸿鸿介介绍绍，，此此行行还还有有一一个个重重要要
目目的的，，就就是是推推介介学学校校关关于于牧牧民民的的免免费费技技能能培培
训训招招生生。。
　　　　根根据据当当地地政政府府乡乡村村（（牧牧区区））振振兴兴规规划划，，由由
国国家家专专项项资资金金支支持持，，牧牧民民可可以以根根据据自自己己意意愿愿，，
去去县县技技工工学学校校接接受受免免费费的的技技能能培培训训，，结结业业时时
颁颁发发相相应应资资格格证证。。培培训训内内容容涉涉及及大大型型工工程程机机
械械、、无无人人机机植植保保、、美美容容美美发发、、育育婴婴员员、、客客房房服服
务务、、电电子子商商务务等等 1166 个个专专业业。。高高玉玉鸿鸿说说，，这这轮轮
授授课课期期间间，，有有六六七七十十位位年年轻轻牧牧民民询询问问关关于于技技
能能培培训训报报名名事事宜宜。。
　　　　近近年年来来，，新新疆疆阿阿勒勒泰泰地地区区、、塔塔城城地地区区和和伊伊
犁犁哈哈萨萨克克自自治治州州等等北北疆疆主主要要牧牧区区推推进进““幸幸福福
驿驿站站””建建设设，，幸幸福福驿驿站站大大多多建建在在牧牧民民聚聚居居的的牧牧
场场中中或或转转场场的的必必经经之之路路，，最最大大限限度度满满足足牧牧区区
牧牧民民生生产产生生活活需需要要。。数数据据显显示示，，截截至至 22002222 年年
底底，，北北疆疆地地区区已已建建成成上上百百个个““幸幸福福驿驿站站””。。
　　　　此此外外，，冬冬牧牧场场还还设设有有草草料料储储备备库库，，并并有有专专
职职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负负责责看看守守、、发发放放。。牧牧民民转转场场至至冬冬牧牧
场场前前，，草草料料库库就就备备好好苜苜蓿蓿、、玉玉米米秸秸秆秆等等应应急急储储
备备饲饲草草料料。。如如遇遇极极端端天天气气，，牧牧民民可可低低价价申申请请草草
料料，，保保障障牲牲畜畜安安然然过过冬冬。。
　　　　去去年年冬冬天天，，当当地地遭遭遇遇十十年年一一遇遇的的大大雪雪，，草草
料料库库及及时时将将库库存存近近三三分分之之二二的的草草料料发发放放，，帮帮
牧牧民民渡渡过过难难关关。。

传传统统牧牧民民的的新新观观念念

　　　　离离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的的““冬冬窝窝子子””几几公公里里处处，，有有一一
家家他他常常去去的的小小卖卖部部。。这这是是 5588 岁岁的的哈哈萨萨克克族族牧牧
民民哈哈布布得得拉拉什什么么··努努素素普普别别克克于于 11999988 年年开开
办办的的。。
　　　　冬冬牧牧场场上上牧牧民民生生活活越越来来越越““讲讲究究””，，消消费费
需需求求逐逐步步升升级级，，头头脑脑灵灵活活的的哈哈布布得得拉拉什什么么注注
意意到到这这个个改改变变。。他他的的小小卖卖部部从从一一个个小小货货架架发发
展展成成为为售售卖卖啤啤酒酒、、饮饮料料、、生生活活用用品品的的约约 4400 平平
方方米米商商店店。。
　　　　每每当当夜夜幕幕降降临临，，这这里里总总能能成成为为静静寂寂冬冬牧牧
场场上上最最热热闹闹的的所所在在，，包包括括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在在内内的的
不不少少牧牧民民来来这这里里喝喝酒酒聊聊天天，，卸卸去去一一整整天天的的风风
霜霜和和疲疲惫惫。。
　　　　““家家里里老老人人小小孩孩都都在在定定居居点点过过冬冬，，不不用用再再
顶顶风风冒冒雪雪了了。。””谈谈话话间间，，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感感慨慨，，相相较较
前前些些年年，，如如今今老老幼幼人人群群随随牲牲畜畜转转场场放放牧牧数数量量
明明显显减减少少。。
　　　　与与冬冬牧牧场场上上和和赛赛力力克克别别克克一一样样需需要要多多次次
转转场场的的牧牧民民相相比比，，由由于于春春秋秋草草场场与与冬冬牧牧场场相相
邻邻，，哈哈布布得得拉拉什什么么省省去去了了更更频频繁繁的的转转场场之之累累，，
使使得得他他有有时时间间琢琢磨磨新新的的营营生生。。
　　　　收收购购牛牛皮皮用用来来做做缰缰绳绳、、牧牧鞭鞭，，出出售售给给牧牧
民民，，是是哈哈布布得得拉拉什什么么消消磨磨漫漫漫漫寒寒冬冬的的妙妙招招。。他他
和和妻妻子子还还买买了了两两台台打打草草机机，，方方便便自自家家在在秋秋季季
打打草草储储备备越越冬冬草草料料，，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还还能能为为其其他他
人人打打草草赚赚取取收收益益。。
　　　　近近年年来来，，当当地地政政府府大大力力开开展展牧牧民民定定居居建建
设设工工程程，，在在水水土土、、交交通通条条件件较较好好的的地地方方修修建建定定
居居点点，，同同时时开开展展配配套套的的医医疗疗、、教教育育、、文文化化、、卫卫生生
建建设设，，方方便便老老人人就就近近就就医医，，孩孩子子就就近近求求学学。。越越
来来越越多多年年迈迈牧牧民民放放下下牧牧鞭鞭，，享享受受含含饴饴弄弄孙孙的的
现现代代化化定定居居生生活活。。
　　　　近近年年来来，，在在中中央央政政府府支支持持下下，，新新疆疆采采取取各各
种种措措施施大大力力发发展展教教育育事事业业，，不不断断促促进进教教育育发发
展展成成果果更更多多、、更更公公平平惠惠及及各各族族群群众众。。
　　　　草草原原上上的的牧牧民民也也日日益益重重视视子子女女教教育育问问题题，，
期期望望孩孩子子去去各各地地接接受受更更高高层层次次的的教教育育，，改改变变““马马
鞭鞭一一代代传传一一代代””的的生生活活。。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牧牧民民的的孩孩子子与与
羊羊群群、、牧牧场场渐渐行行渐渐远远，，选选择择去去迎迎接接新新生生活活。。
　　　　与与哈哈布布得得拉拉什什么么所所走走过过的的崎崎岖岖的的牧牧道道不不
同同，，1199 岁岁的的小小女女儿儿的的脚脚下下是是一一条条通通往往山山外外世世界界
的的求求学学路路。。去去年年，，她她以以优优异异的的成成绩绩考考上上新新疆疆医医科科
大大学学临临床床医医学学专专业业，，这这令令父父亲亲十十分分骄骄傲傲。。
　　　　新新学学期期，，哈哈布布得得拉拉什什么么选选择择亲亲自自送送女女儿儿
去去大大学学报报到到，，这这也也是是年年近近六六旬旬的的他他第第一一次次去去
660000 多多公公里里外外的的乌乌鲁鲁木木齐齐。。““自自己己祖祖祖祖辈辈辈辈都都
是是牧牧民民，，女女儿儿是是我我们们家家的的第第一一个个大大学学生生，，以以后后
的的生生活活会会更更好好。。””他他满满脸脸喜喜悦悦地地说说。。
　　　　但但也也有有不不少少年年轻轻人人大大学学毕毕业业后后选选择择回回
乡乡创创业业。。他他们们在在夏夏牧牧场场开开起起牧牧家家乐乐，，少少数数民民
族族风风情情、、独独特特的的生生态态资资源源以以及及当当地地土土特特产产吸吸
引引众众多多游游客客，，实实现现了了从从游游牧牧到到““牧牧游游””的的
转转变变。。
　　　　这这种种观观念念的的转转变变并并不不仅仅仅仅限限于于北北疆疆牧牧
区区。。远远在在东东天天山山脚脚下下的的新新疆疆哈哈密密市市巴巴里里坤坤哈哈
萨萨克克自自治治县县，，牧牧民民的的观观念念也也在在改改变变。。
　　　　这这个个冬冬天天，，大大部部分分牧牧民民下下山山进进城城，，但但当当地地
大大学学生生驰驰娜娜尔尔却却留留在在旧旧居居““冬冬窝窝子子””，，用用最最新新
潮潮的的方方式式展展示示家家乡乡之之美美、、记记录录家家乡乡之之变变。。
　　　　她她用用手手机机拍拍下下一一段段段段视视频频，，和和网网友友分分享享

““冬冬窝窝子子””的的生生活活场场景景和和家家乡乡的的山山川川雪雪原原。。在在
她她的的视视频频里里，，既既能能看看到到传传统统转转场场的的延延续续，，也也能能
看看到到硬硬化化牧牧道道取取代代了了羊羊肠肠小小道道，，牛牛羊羊搭搭上上了了
汽汽车车，，牧牧民民在在城城里里也也置置了了新新房房。。
　　　　““我我想想让让更更多多人人知知道道，，新新时时代代中中国国哈哈萨萨克克
族族游游牧牧生生活活是是这这么么方方便便，，有有太太阳阳能能，，还还有有无无线线
通通信信。。””驰驰娜娜尔尔期期盼盼有有更更多多游游客客前前来来感感受受新新疆疆
的的山山水水风风情情和和牧牧民民的的新新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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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世纪以来，游牧一直是新疆

哈萨克族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每年

10 月，塔城地区的牧民会赶着牲畜来

到巴尔鲁克山南坡，挨过一年中最冷

的时候，一直到来年 3 月底才转场到

春牧场。

　　近年来，这片冬牧场的牧民们家

家户户购置了摩托车、小轿车，看上了

卫星电视，用上了智能手机。昔日的

煤油灯或蜡烛也已被太阳能发电装置

取代。他们日益便捷舒适的生产生活

条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新疆

牧区持续推进的生动写照。

    巴巴尔尔鲁鲁克克山山南南坡坡的的冬冬牧牧场场景景
观观（（22 月月 1144 日日摄摄，，无无人人机机照照片片））。。

牧民在冬牧场上放牧（2 月 13 日摄）。   图片/本报记者胡虎虎摄

▲寒假来到冬牧场上和父母团聚的小朋友们（2 月 9 日摄）。

  这是在巴尔
鲁克山南坡拍摄的
通往裕民县冬牧场
的公路（2 月 1 5 日
摄，无人机照片）。

  大学生驰娜
尔身着盛装翩跹起
舞，录制短视频。

 受访者供图


